
那块备受批评与指责的石头， 没有绝佳
的质感，没有优美的纹理，却在米开朗琪罗的
手中，变成了举世瞩目的“大卫像”。 所以说，
美其实不在本身， 而在于一双善于发现的眼
睛，以及一颗懂得欣赏的心。 正是它们，引导
我们和这个世界倾心相拥。

学会欣赏自己， 是热爱这个世界的第一
步。 没有辉煌的成就，没有骄人的智商，没有
出众的容貌，我们平凡又普通，然而我们并不
卑微。要坚信，这世上的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
的，我们的身上都有独特的闪光点，值得我们
为之骄傲。或许是面对挫折的那份持之以恒，
或许是小众个性的独特才艺， 或许是与朋友
相处的那一份真诚。学会欣赏自己，把自卑表
达成自信，把不满改写成奋争，相信有一天，
成功会属于我们。

学会欣赏他人，自己也会有所收获。伯乐
赏识千里马，使那匹马儿得到了该有的赞誉，
终于可以骄傲地在蓝天下驰骋， 而伯乐也因
此获得了楚王的敬重； 俞伯牙钟子期知音相
遇，相见恨晚，久久以来无人倾诉共勉的遗憾
终于消逝，两人也因此收获了如高山般深沉、
流水般绵长的友谊；刘备对于诸葛亮的欣赏，
使得诸葛亮的才华流传千古， 同时刘备也赢
得了诸葛亮的赤胆忠心， 为巩固自己辛苦打
下的汉室江山留下了人才。 正是因为懂得欣
赏他人，他们才能收获尊重，收获知音，收获
人才。

学会欣赏这个世界， 你会发现人生是如

此绚烂。或许我们居住的环境并不尽如人意，
但只要学会欣赏，处处留心，美便无处不在。
比如清晨朝阳升起，在天边洒下的绚丽色彩，
令人久久难以忘怀。比如居住于村庄的人们，
总是羡慕大城市的繁华与浪漫， 殊不知宁静
的村庄亦有它的恬美与淡雅： 村头树下小憩
的老人、傍晚家家飘起的炊烟、田垄上成片的
芳草和无边的花海……我们应该怀有一颗玲
珑文人心，学会用诗人的情怀，去欣赏苍茫大
地各个角落的美。

学会欣赏，美在发现。穿梭于纷繁复杂的
大千世界，生活的压力往往让我们疲于奔命，
而忘记了这个世界原本是如此的美好。 清晨
破晓之时，打开窗感受一下凉爽微醺的清风、
万物初醒的娇颜， 为即将到来的忙碌舒缓心
情。行走匆匆之际，偶尔停下脚步看看这个不
停运转的城市，街角有流浪歌手在轻轻吟唱，
路边有年轻人在热情指路， 自然与人类都为
这个忙碌的城市创造着无数的美， 只待我们
静下心来去细细品味。

学会欣赏，贵在用心。越过事物表面的细
腻美好，我们更应懂得欣赏他者内在的深意。
譬如，花好月圆固然圆满，而月牙中的残缺岂
不更真实动人。同样的，在诗文或华丽或质朴
的语言之外， 作者的初心和情怀难道不是更
为重要的存在。

学会欣赏， 懂得欣赏， 才会充实你的人
生！欣赏，就是用眼睛去注视，用耳朵去聆听，
用心灵去体味这人世间的美好。

百鸟林

学会欣赏
河北省邢台市第一中学高二 31班 赵欣

文字家

记得，乡下有一个老奶奶，她最恨人叹气，听到人
唉声叹气，就骂骂咧咧：叹什么气，不知道一叹三年穷
吗？

只有一种情况例外。倘若她听到你肯为别人家的
苦难叹气，她非但不骂，还会与你一起长一声短一声
叹半天。未了，她抚摸着你，眼神里，满蕴着爱与悲悯。
然后，语重心长地对你说：孩子，你心眼好，能为别人
叹气，你会有福的。

心里能装得下他人苦难的人，才可以在爱的延长
线上，在善的宽广寥廓里，捕捉到比别人多的快乐和
幸福。

乡下，两家人不和，李家经常欺负张家。张家势单
力薄，总输。李家叫嚣说，就凭你们家，又穷又窝囊，永
世别想翻身。

若干年后，张家的孩子在省城做生意，成了大老
板。昔日的穷小子衣锦还乡，乡亲们纷纷攀谈搭讪，唯
有姓李的那个人不敢上前。张家的孩子喊，李叔，一块
儿唠唠。 姓李的人一脸尴尬与惶恐走过去。

李叔，这世界没有一辈子看到底的事，却有一条
路，能让人走得很长很长，那就是善良。

驱车，走在一个村口。很好走的路，朋友突然一打
方向盘，从旁边一段坑坑洼洼的路绕了过去。

怎么拐了一下？ 哦，那边有几颗石头。
有石头怎么啦？ 哦，石子被轮胎碾轧后可能会弹

起来。
那又怎么啦？哦，旁边有几个下棋的老人。朋友淡

淡地说。

细小苍茫
□ 马德

名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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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星座小姐怒发冲冠地冲进我们约定的
咖啡厅，还没有坐定就气急败坏地说：我简直
不敢相信，他一处女座的人，不讲究吃穿、生
活如此不挑剔不完美也就算了， 他晚上睡觉
前竟然因为自己太累而没有刷牙！我便知道，
她又结束了一段短暂而不美满的恋情。

没错，星座小姐人如其名，她执着于星座
研究，与她交谈，只要谈及星座，她瞬间便化
身为一位算命先生， 滔滔不绝地开始替你分
析星座，对你进行一番掐算。

星座小姐说再讨厌的星座也有美好的地
方，不应该有任何歧视的情绪，除了天蝎。 这
大概与她曾经有一段伤她至深的恋情有关，
那位被她视为珍宝的天蝎男， 在某个夕阳西
下的傍晚，搂着一位天蝎女的纤腰，从星座小
姐眼前飘过， 她那颗钢铁般的心脏顿时碎了
一地。 从此，她与天蝎的梁子就这么结下了。

在天蝎男之后， 星座小姐又交往了数位
星座不同的男性， 每一位都因为与其星座本
身气质不符而被决绝地驱赶出局。 那男的太
窝囊了， 路上有人对我吹口哨他竟然牵着我
的手快速走过，他是狮子座的呀，一点王者风
范都没有。应该君临天下好吗？你知道那男的
跟我说他的爱好是什么吗？流浪跟行走！一巨
蟹座的人，应该热爱煮饭跟打扫好吗？

星座小姐就这样严格按照星座的性格挑
选着她梦想的如意郎君， 但是次次都让她失
望透顶。 不过星座小姐有一颗钢铁般坚硬的
心脏，越挫越勇。 就连她最沉痛的那次失恋，
也没能影响她叽叽喳喳的情绪。

可就在前几天， 认真贯彻白羊座座规的
星座小姐竟突然意志消沉了下来， 她经常坐
在办公室的角落， 捧着一杯冒着热气的水唉
声叹气不知所措。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我得知

了星座小姐忧伤的原因。 她爱上了一个人，各
项条件均是高水准，而且幸运的是，这个人也
爱她。 是的，此刻的你一定会问：那还忧伤个
屁啊？ 星座小姐给出的答案是：可惜他是天蝎
座！

星座小姐的忧伤还没有画上句点，我便
从那家公司跳槽走了，我与星座小姐也就此
失去了联系。 我不知道她最终有没有突破这
道心理防线，跟那位优质天蝎男携手走上一
程，还是她在一番痛定思痛之后，斩断了情
丝。

其实，在人生的最初，我们每个人总会固
执地相信些什么。 星座、血型、生肖或者缘分，
我想那大概是因为我们始终没有遇见那个对
的人。 如果某天那个人出现了，你们又那样的
如胶似漆相亲相爱之时， 即使星座里说你们
相生相克，也许也能一笑置之了吧。

星座小姐
□ 极光

写诗吧

当秋天到来的时候，一棵树将果实
写满枝头， 这是它交出的最有份量的
答卷
将枝条都压弯了

大雁将答案写在蓝色的天空
当你抬头仰望，就会知道
迁徙，原来是一个长长的破折号
除了开头和结尾的激情
中间那部分才是问题的核心

蒲公英的答案不能不说有些潦草
漫山遍野，都是飞翔的符号
看起来有些凌乱
事实上，每一粒种子都可以
找到有根有据的土壤

秋天的答卷
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 余子文

我是喜欢吃饭的人，从不挑食，因为我知道我不
只是在吃食物， 更是吃着自己能够感知到的快乐与
美好。

张小娴在《友情的猪油》里写道：“深夜两点钟来
到‘猪油捞饭’吃夜宵，本来没什么心机，但是一边吃
一边听蔡澜说笑话，忽然觉得，有朋友真好。 只要受
一点苦，就有很多朋友关心你，甚至愿意熬夜陪你吃
夜宵，说笑话给你听，本来怕胖，可为了感恩图报，也
吃了小半碗猪油捞饭，吃的是友情。 ”

所以，在我们不出任何事故、平淡却平安的生活
里，我们也应当吃好一顿又一顿的平安茶饭。 只有这
样，才对得起上天赐予的平静和日子施予的快乐。

幼年读《资治通鉴》，读到李斯生前说的最后一
句话时，我有种要落泪的叹惋之感。 他在生命的最后
对儿子说：“我想与你再牵着黄狗， 到上蔡东门外打
猎，却不可能做得到了！ ”什么才是最快乐的事情，直
到最后才领悟，那已是最遗憾的事情。 所以，我们不
要遗憾，我们要抓住就在你身边的每一顿平安茶饭。

如果你在吃着一碗糊汤粉或者猪油捞饭的时
候，也能够感觉到幸福与美好，那一定是深刻地理解
了生命的真谛。

陪你吃饭
□ 沈嘉柯

蜻蜓点水 春哥 画

小说迷

大学的时候对法医学特别感兴趣。 差不
多有一年的时间里，我梦想着能成为一个破
案能手，匡扶正义保卫和谐社会，但有时候又
会有奇怪的念头：没人能做到杀人不留痕，彻
底逃脱法律的制裁，可是如果是一个法医杀
人呢？

这是江苏的事儿， 差不多是 20多年前
吧，那时候枪支管理还不是很严格。 一个法
医把手枪带回了家，然后闲下来的时候就在
那儿擦枪。老婆在旁边忙着做家务。突然间，
枪响了。 老婆应声倒地……

老公抱起老婆送到医院去抢救……最
终，人还是没能救过来。

对法医来说，通过火药燃烧物的残留，我
们可以判断是谁，用哪只手开的枪：通过弹道
入口的大小、形状、烧灼痕，我们可以判断枪
击的距离、子弹射入的速度。 通过入射角，以
及飞溅出来的血痕我们可以判断凶手所处
的位置；通过上面的简单检查就可以很容易
地发现是自伤还是他杀。 结果法医承认是他
开的枪，不过是枪走火造成的。

那个年代还没有测谎仪。 加之该法医一
贯表现优秀，一向遵纪守法，最终只是处罚了
事。但有一个人心里过不去，她就是死者的妹
妹。 她始终不相信这只是个意外。 可是没有
证据，也没有人会相信她。

法医的岳父母本来就非常喜欢自己的
女婿，看看自己的小女儿似乎也很喜欢姐夫。
家族里一合计，决定把小女儿再嫁给法医，这
样他也可以继续照顾二老。

新的小两口刚开始一起生活的时候相
敬如宾。 日子平淡而宁静，大家似乎都在刻
意回避当年的不愉快。 时间过得很快，第三
年的时候他们有了一个小孩。 过春节的时
候，妹妹不经意间问起那一起意外，法医说，
过去的事情就过去吧，提它干嘛？每年过春节
的时候，旧事重提，依旧没有答案……

整整过去了十年，那一个春节，法医喝醉
了，妹妹再一次问起的时候，他终于承认，当
年是故意杀妻。 于是案发。

我想，当妹妹把自己从前的姐夫、现在的
老公、儿子的父亲送去刑场的时候，心里一定
非常纠结。 耗费 10年的青春，天天怀着刻骨
仇恨和自己的敌人生活在一起，压抑自己的
情感，骗取对手的信任，这需要何等的隐忍，
又会造就何等畸形的人生。

所以，兵器谱排名第一的，应该是仇恨。

仇恨的力量
□ 吴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