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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邵阳市洞口县创新学校 5037班 罗宇晴

杀 羊
株洲市第二中学 1501班 吴柯沁

时下， 共享单车已经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
话题。

从 2016年下半年开始，一辆辆黄、橙、红等
各色单车出现在城市大大小小的停靠点， 成为
城市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只需交上押金，扫一
下二维码，就可以骑上一辆单车，在目的地就近
停靠，极大方便了城市短距离出行。

共享单车是一种新型共享经济模式， 它通
过科学统筹配置，发挥资源的最大效用，这既是
一种节约，也是一种分享。共享单车的亮点在于
“连接”二字，它最大化利用城市的各种道路资
源出行，连接着地铁或公交无法触及的“最后一
公里”，给人们短途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便捷。

曾几何时，骑行在路上的你，看着身边疾驰
而过的汽车，也许对有车一族无限羡慕，拥有一
辆自己的爱车也成为你不懈的追求。可如今，当
你开着爱车却经常被堵得焦急不已而又万般无
奈时， 是否又会羡慕一个个从你车边谈笑而过
的骑行者呢？也许，你也会情不自禁地加入他们
的行列。于是，共享单车就这样飞速地发展起来
了。

共享单车的另一亮点就是低碳环保。 众所
周知，环境恶化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而骑
着共享单车， 环保出行， 既可减少对能源的利

用，降低出行成本，又可以减少污染，为保护地
球环境出一份力，如此经济又实惠，何乐而不为
呢？

当然， 对于七八十年代甚至更早年代的人
而言， 共享单车还能把他们带回那个风行骑自
行车的童年时代。喧嚣的城市背后，谁的内心没
有深藏着童年的美好回忆呢？闲暇之时，邀上三
五好友，骑上共享单车，穿行于郊外林间草地，
重拾童年的乐趣，释放压力，放松心情，还能锻
炼身体，岂不快哉！

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 高铁已成为人
们出行不可或缺的交通方式之一。 高铁连接着
城市和城市，它方便、快捷、四通八达。它带着我
们穿越塞北风光， 翻过岭南山川， 领略这祖国

“八纵八横”的宏伟蓝图。 高铁已经把中国变成
了一座大城市。如果说高铁的“坐地日行千里”，
解决了人们快速远行的难题， 那么共享单车的
“说走就走”，解决了人们完成“最后一公里”的
困难。

再联想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建“一带
一路”伟大战略，这更是一个全方位、多领域、大
跨度的连接各国政府的合作发展理念。“各美其
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中国希望
借助“一带一路”，同周边国家携手并进，实现大
家共同的梦想。

共享单车在城市里划过车轴的印迹， 交织
流连于高楼大厦； 高铁在城市间留下呼啸而过
的阵阵笛鸣，交错纵横于祖国大地；一带一路贯
穿亚欧非大陆， 携手打
造共同发展、 共同繁荣
的和平友谊之路。

让共享成为一种习
惯， 让我们在分享中共
同发展！

从共享单车说起
岳阳市第一中学高 564班 潘雨馨

汉书《礼乐制》中曾说，“临渊羡鱼，不如退
而结网。 ”是啊，与其在深潭边上看着潭中的鱼
游来游去，想象着鱼肉的鲜美，不如为之付出
行动回家结一张结结实实的网， 将鱼收于囊
中。 羡慕别人，倒不如将渴望变成动力，为自己
打牢成功的垫脚石。

我们确实需要仰望星空，去畅想、去探知、
去想象，但我们更应该脚踏实地，去实践、去努
力、去行动！

只会临渊羡鱼的人最终只能一事无成。 法
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里叶一直希望建立一种
美好的社会主义， 自己曾多次给资本家写信，
希望他们能够提供资金帮助自己去构建理想
中完美的社会主义，但是最终这些资本家没有
愿意给傅里叶回信， 他的空想也只能付之一
炬。 一个人的理想要靠自己的实际行动得以实
现，一直沉浸在自己的空想中或寄希望于别人
的帮助，理想永远都不可能实现。 人生就是一
场色彩斑斓的旅程，在这场旅程中我们会发现
很多令人神往的事物，但如果我们不为之脚踏
实地地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奋斗，最终只会发现

我们的脚步依然停滞不前。 世间的所有美好都
是给愿意付诸行动的人准备的，只会空想的人
最终只能一事无成。

只有踏实行动的人才能创造黎明的曙光。
越王勾践小心谨慎，为了实现自己的复国大计
一步一个脚印，卧薪尝胆十二载，在困难和屈
辱面前仍然坚持脚踏实地地实现自己的理想，
终于实现“三千越甲可吞吴”的宏伟蓝图。 正是
由于勾践在漫长的十余年内没有空想未来，而
是选择踏实行动， 最终才能实现自己的大计。
梦想就是一颗种子，只有通过实际行动将这颗
种子种植在土壤内，并日夜为它浇水，梦想的
种子才能生根发芽。 身为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
哉曾经说过，“我们最好不要在夕阳西下的时
候去幻想些什么，而是在旭日东升的时候开始
工作。 ”谢老先生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一
味地空想不可能将理想变为现实，只有一步步
脚踏实地，才能走出黑暗迎接黎明的曙光。

只有脚踏实地的人才能创造人生的价值。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 无
论是参天大树还是高台楼宇，都是一点一滴努

力积累起来的。 处于高中生活的我们，每次考
试结束后不能只羡慕别人取得的优异成绩，而
是要认真分析自己的出错点，学习别人的长处
并补足自己的短处，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提高
自己的考试成绩， 这才是我们最应该去做的。
人生就像一个色彩缤纷的调色板，我们每个人
都可能是一个出色的画家，只要我们愿意为梦
想奋斗，就能描绘出自己的美好未来。 梦想给
人追求未来的希望，只有行动才能将希望变成
现实。

我们强调“退而结网”对人生的重要性，并
不是完全否定“临渊羡鱼”的作用。 在实际生活
中，很多时候正是这份羡慕、渴望和梦想才给
了我们前进的动力。 一份实实在在的行动抵得
上一百个不切实际的空想，我们需要做的就是
离开那滋生堕落的温床， 认真对待每一份工
作、每一份理想。

不登高山，不知山之高也；不临深谷，不知
地之厚也。 不要驰于空想，也不骜于虚声，唯以
求真务实的态度和脚踏实地的功夫才能使梦
想之帆乘风破浪，驶向成功的彼岸。

它是一只羊，四脚被捆,套在麻
布袋里,塞在车的后备箱，一路哀嚎
着过来。

这是一家烤全羊的农家乐,风景
秀美,临江有亭。 杀羊的地方是在屋
后的小坪上,一半阴暗闭塞；另一半
的坡下是垃圾堆放地。

解开紧绑着的麻布袋,抓住羊的
四只脚,从袋里提出来,扔在地上，羊
在哀嚎。 舀一勺水,将亮闪闪的短刀
冲洗一遍,熟练地把羊按到膝高的长
椅上,一人左手扣头,右手拿刀,另一
人双手紧按捆在一起的四只羊脚。
黑色的羊皮油得发亮,特别是脖子。

“噗” 地一刀下去, 贯穿出两个
洞,下面早已有盆子接着喷涌出的羊
血， 全身上下所有的血都顺着那两
个洞奔出。 羊不停在挣扎,挣扎更好,
挣扎血流得快。 它的嘴被死死抓紧,
将最后一声哀嚎咽在喉咙里。 大眼
睛却睁着, 无法通过身体来抵抗,那
一双眼睛亮得像黑曜石。

“差不多了。 ”男声响起,羊重新
被丢到地上, 它半个侧面都躺在地
上,仅余的鲜血流出。 羊倒在血泊之
中，黑红相交织,触目惊心。它四脚仍
被捆着,血仍在滴滴流出,而那副身
体却在有一下没一下地颤抖。 一盆
新鲜的羊血被端回厨房, 它还在抽
搐。

以前在内蒙古听说那里杀羊讲
究技巧,因为羊特别难断气，于是直
接从胸膛破开,找到羊的心脏,从最
大那根动脉一刀下去, 羊就瞬间死
掉,不必再受挣扎的痛苦。 这个时候,
于一只羊而言， 速死是最轻松的死
法。

人杀羊,取它肉吃,本来并没有
什么不对。 弱肉强食,也是自然选择,
不应该受什么天谴。 可是,在它死之
前,留下最后一点尊重,给它一点轻
松, 却是区别于野兽撕咬的高贵体
现。

这也是可以理解,子路为何整理
衣帽迎接乱箭,夏明翰为什么慷慨就
义、谭嗣同为什么弃逃赴死。 动物需
要轻松,人则需要尊严。人固有一死，
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 人只要有
信念,那么他就有尊严,就有比他生
命更重要的东西。 这样的人的死,才
值得扼腕,值得叹息,值得被历史铭
记，才会以另一种方式,永恒地活着。

而那只羊,总会被遗忘。

谈及湖南， 除了赫赫有名的湖南卫视之
外，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辣椒了。 在中国，没
有谁能像湖南人一样可以把辣椒吃到极致。
不管是湘菜馆的厨师，还是居家的主妇，对于
他们来说，辣椒就和油盐酱醋一样，是一味必
不可少的调料。

辣椒的做法有很多种，制作工艺不同，产
出的产品自然也随之而不一样。 可以说，“食
不厌精，脍不厌细”这个词，用在湖南人对待
辣椒的问题上，十分贴切。

我三四岁的时候住在老家郴州， 后来因
父母工作调动搬来长沙。 对于老家的饮食习
惯和风土人情， 也只能是从爷爷奶奶及父母
口中略知一二。 其中印象最深、接触最多的，
就是辣椒了。

夏天是辣椒丰收的好季节。 每年的六七
月份，奶奶都会买来刚刚收获的青椒，用清水
洗净，再用沸腾的开水微微烫过，趁着夏日最
猛烈的日光， 曝晒一个下午就变成了微黄发

白的辣椒。 这种辣椒或冷却后装入坛子，密封
发酵就成了酸酸辣辣的白辣椒； 或把辣椒从
中间剪开，再拌盐晒干，又成了盐辣椒；而刚
刚洗干净的辣椒如果不经烫晒工序， 直接和
盐水装坛腌制的，叫做卜辣椒。 在众多的辣椒
制作品种中， 最为常见和美味的， 当属剁辣
椒。 精心挑选的小红尖椒筛选去把后，一一剁
碎，加上姜末、豆豉、蒜瓣装坛封存，随食随
取；或者拌上刀豆、洋姜、萝卜条等作物，做成
凉菜小吃，是吃面的绝佳配菜；又或者在炒大
白菜、小白菜的时候，信手舀上一勺，清一色
的白菜中透着那么一点红， 瞬间就勾出了胃

里的馋虫；有的干脆在里面加点火焙鱼、炸豆
腐等， 做成熟食， 成为远离家乡亲友的伴手
礼。

除制作上述各式各样的辣椒之外， 奶奶
最拿手的，就是辣椒抖焦巴了。 这是我们老家
的一道名菜，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做。 一个焦巴
（一种经过烧制的器皿， 形如罐子）、 一支杵
棒，就是这道菜要用到的工具，简单而质朴。
辣椒的选材没有太多的讲究， 刚从树上扯下
的新鲜辣椒、经过风吹日晒的干红辣椒，都可
以成为它的原料。 其制作过程也易学好懂，把
辣椒洗净沥干，往烧热的油锅一炸，呼啦啦炸

得两面干枯金黄， 再混合着油一起倒入焦巴
中，撒上盐、蒜末、葱花、豆豉等各种调料不断
地捣鼓，直至辣椒的皮和肉融为一体，这道菜
就算成了。 人们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往里
面加皮蛋、豆角、茄子等各式食物，鲜香四溢，
令人垂涎欲滴。

奶奶常说，在家乡，人们经常踩着夏季清
早的露水，从菜园子里摘来鲜嫩的辣椒，腌制
装进坛坛罐罐。 每念及此，眼前就浮现出人们
顶着烈日，在阳光下翻晒辣椒的样子，也可以
闻见剁辣椒时那股呛鼻的鲜辣味。

人们都说，想家的时候，尝一口独具家乡
特色的美味，思乡之情便会得以缓解。 从某种
程度上来说， 辣椒就是奶奶延续乡愁的一种
载体。

由此，我想起了贾平凹的那句话，家乡对
我们的影响，就像乌鸡的乌，那是乌到了骨头
里面。 奶奶对家乡的爱、对子女后代的爱，正
是如此。

奶奶的辣椒情结
长沙市明德中学 K397班 谢宜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