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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平凡中并不缺乏美丽，只是
尚未被发觉罢了。

———题记
“卖豆腐，卖豆腐了……”一声清

脆的吆喝声从街的那头传了过来，扰
乱了我和周公的约会，哎，真烦人！

这时，妈妈从厨房走了出来，对我
说：“去，去买些豆腐。 ”我揉揉惺忪的
睡眼，从妈妈手中接过了钱。

正值秋冬交替时分，外面风很大，
我猝不及防地打了个寒颤。 沿着叫卖
声，我终于寻到了目的地。 卖豆腐的是
一个三十来岁的阿姨， 手和脸都冻得
发紫，却很麻利地在帮客人打着包。 卖
豆腐的摊子也不大， 是装在一个小三

轮车上的。 我走了过去，没好气地对她
说：“拿三块豆腐，打包。 ”而她却很热
情，对我说了句“好嘞”。

她熟练地装好豆腐递给我， 我也
把钱交到她手里，由于我一个不小心，
豆腐“倾巢而出”。 阿姨发觉了，迟疑了
一下，连声对我说：“对不起，对不起，
要不这样，我再给你装三块。 ”我抬起
了头，看着阿姨那恬静的笑脸，真诚的
目光， 不禁对刚才我的所作所为感到
不好意思， 明明是我的错， 为什么怪
她？ 于是我一再推辞说要补交一份的
钱，毕竟在这天寒地冻的时候，人人都
只想窝在家里， 却还有人不辞辛劳地
出来做小本生意，养家糊口。 哪知她还

不愿意，说小本生意赔不了多少钱的。
再次装好后，她又叮嘱我“拿好，小心
点啊”。

“卖豆腐，卖豆腐了……”这卖豆
腐的阿姨虽然已经走远了， 而我听着
这吆喝声却仿佛是在听一首朴实而动
听的歌谣。 从一件平凡的小事中，我发
现了人性的美。

指导老师：黄云芳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
亲。 ”这是王维的诗，异乡人对文学不
太感冒， 犹以诗为甚。 但最近这段时
日，无论是走路、吃饭、发呆还是睡觉，
异乡人脑海中总是显现着这两句诗。
它似乎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存在着，像
周敦颐心中的莲， 可远观而不可亵玩
焉。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
衰。 ”不知道为何，这些让异乡人感到
乏味的诗句竟一个又一个在异乡人脑
中映照， 弄得异乡人有了一种研讨和
探求的心境。“五十年的时光似乎不是
功名的积淀，却更像是无情的刀刃，刺
在诗人心头。 ”这是异乡人看了这句诗
的第一感受。 仔细数数，异乡人这种称
呼也萦绕了五年之久了。 五年与五十
年又有多大差别呢？ 异乡人只知道五
年还不是个终点，他还在求取功名、谋
求生计与发展的路上跋涉与奔波。

“或许从本质意义上，我们都是既
失去家乡又永远没办法抵达远方的
人。 ”蔡崇达的《行囊》被异乡人的同伴
偶然提起。 对于生在本地、长在本地的
同伴来说， 自然领略不到听到这句话

的异乡人稍纵即逝的呆滞， 也就更领
略不到异乡人的某种情感被悄然唤
醒。

异乡人虽说是异乡人， 但从严格
意义上来说也不尽如此。 177km 的距
离在今天来说并不算长，通讯设备的
先进也意味着异乡人可以与家人随
时联系。 但这中间的一座大山，似乎
把两个城市分隔开来， 除了因特网，
二者再无精神上的缔结。 然而，即使
是因特网，也丧失了一种最简单的联
系。 异乡人说不上来，像是卡在喉中
的枣核，只好顺其自然，却隐约地硌
得人生疼。

异乡人想在生活中寻找情感共
鸣。 拜访同乡，谈及故乡，他们眼神无
光，失去了神采，好像没有一丝可以留
恋的记忆， 他们似乎已经适应了这座
更加现代化的城市，融入了这座城市。
听完异乡人近来的感受， 他们略显同
情，但更多的是一种揶揄之色，便用一
句哲学话语来回应：“兄弟， 要抓住主
要矛盾啊，大可不必纠结此类小事。 ”
异乡人不置可否地轻轻摇摇头， 转过
身去，一个人在走廊漫步。

又是新的一天，异乡人张开双眼，
半梦半醒着去获取这一天的第一份能
量。 这里的粉要么扁，要么圆，粗糙中
有种浮躁在律动， 给异乡人一种无法
安心之感。 家乡的鱼粉与这就大不相
同了， 新鲜的鱼肉将粉汤调和得白白
的， 似粉刷过的天穹， 有着无限的活
力。 生榨的米粉细细的，略带酸味，嗦
一口便胃口大开。 鱼与粉的融合，浑然
天成，一湾湘水是这里面最亮的底色。
丘陵上的人们， 如丘陵般生活略有坎
坷，但当他们品味到了这世间少有的、
廉价的珍馐美味时，再多的困难、烦恼
便也烟消云散了。 异乡人回忆着，像是
醉倒在温柔乡里，面色渐渐红润起来，
引来了邻座食客的偷偷嗤笑。 异乡人
不恼，却浮现出一丝黯淡，一声不吭地
付账离去。

星辰满室，归来仿佛三更。 异乡人
拖着疲惫的身躯酣然入睡， 异乡人不
记得他梦见了什么，只记得很过瘾，很
酣畅淋漓，给人一种愉悦的快意。

天色微明，天空一抹鱼肚白。 异乡
人在思忖着什么，想着想着，他悄然转
身，独自行走在冬日的冷风中。

异乡人
长沙市南雅中学高 1612 班 欧阳材泓

你知道庖丁解牛的故事吗？ 一个厨
工分解整头牛，速度极快，几乎不伤刀。
同样， 卖油翁通过一个带孔的钱币往下
沥油，而钱孔不湿。 从这些古代工匠的身
上，我们看到了一种精神———工匠精神。

工匠精神就是追求卓越的创造精
神、精益求精的品质精神、用户至上的服
务精神。 当一家企业拥有众多具有工匠
精神的员工， 当我们国家拥有无数具有
工匠精神的国民， 那将是怎样一种欣欣
向荣的局面？ 中国梦的实现将是指日可
待之事。 事实上，截止到 2013 年，全球寿
命超过 200 年的企业， 日本有 3146 家，
德国有 837 家， 荷兰有 222 家， 法国有
196 家。 但作为 GDP 全球第二的制造业
大国，中国并没有多少百年企业。 一个重
要原因就是工匠精神没有能够得到有效

传承。 唯有弘扬工匠精神，才能变“中国
制造”为“中国智造”。

俗话说：“三百六十行， 行行出状
元。 ”中国古来就有许多具有工匠精神的
人： 专注于解牛， 成就了庖丁厨师的神
话；执着于创造，成就了鲁班木工祖师的
尊号；贾岛对“推”“敲”二字反复斟酌，文
坛从此多了一段佳话； 李时珍对医学执
着探索， 世上从此多了一位神医……先
人们用工匠精神开启了最初的“中国智
造” 模式， 创造了中华五千年灿烂的文
明。

今天， 这样的榜样也是数不胜数。
“金手天焊” 高凤林是发动机焊机第一
人， 30 多年来， 他几乎都在做着同样一
件事，即为火箭焊“心脏”———发动机喷
管焊接。 焊接看似简单，但在航天领域，

一点小小的瑕疵就可能会导致一场灾
难，每一个焊接点的位置、角度、轻重，都
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0.16 毫米是火箭发
动机上一个焊点的宽度，0.1 秒是完成焊
接允许的时间误差。高凤林技艺高超，许
多企业试图用高薪聘请他， 甚至开出几
倍工资外加两套北京住房的诱人条件，
高凤林一一拒绝。 他说：“每每看到我们
生产的发动机把卫星送到太空， 就有一
种成功后的自豪感， 这种自豪感是用金
钱买不到的。 ”他是精益求精、创新创造
的“大国工匠”，他用崇高的职业理想、精
湛的技艺践行着“工匠精神”，诠释着“匠
人”的本质。

在我们的身边， 也有许多这样的
人。“90 后”电焊工裴先锋，被誉为冲刺
世界技能竞赛第一人。 2011 年 10 月在

英国伦敦举行的第 41 届世界技能竞赛
上，他获得银牌，成为第一个跃入世界
技能竞赛的中国焊工，让中国技术工人
的名字第一次镌刻在职业技能界奥林
匹克赛事的丰碑上。 他正是工匠精神的
继承者、践行者、传播者，是我们学习的
楷模。

我们都将是祖国未来的能工巧匠，
要实现“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的飞
跃，离不开我们百倍的努力。 我们要从现
在开始，把工匠精神应用到学习中，努力
学习，刻苦训练，精益求精，把复杂的事
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
情用心做。 古人云：“技近乎道。 ”就是技
艺层面上的不懈雕琢和追求， 是为了寻
求与最高的“道”相亲，只有秉承这种精
神，才能成就名匠。

漪澜心灵

“墙内开花墙外香”，新时
代，中国的飞速发展全世界都
有目共睹。国外著名百货公司
里中国游客争相购物；美国总
统特朗普步入故宫聆听京剧。
从走出去，到引进来，走出去
的是文化的传承，引进来的是
民族的自信。

大国崛起，在国外华人的
挥洒自如，在国内学者的毕生
深耕，也在莘莘学子的十年苦
读。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岁的
外孙女用中文朗诵《三字经》时的声情并
茂，是中国高考前夕霍金发微博的期待鼓
励，更是中国工人在非洲马里共和国援建
医院的工地上热火朝天的施工场景。我们
的中国， 正在一步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
央。 未来，是属于我们的！

依旧记得 2017 年风靡全国的电影
《战狼 2》，当吴京饰演的男主角高举中国
国旗，在非洲军人的停火与敬意中，引领
着无数华侨驶过战区时， 我们热泪盈眶，
是祖国的逐步强大，使我们热血沸腾！

泱泱大国，也曾迷惘。我们的中国，在
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也曾经历战
乱、失意、失败、迷茫、耻辱，也曾遭到过他
国的攻击与轻视。但中国的有志之士与勇
者们为国征战，带领我们走出黑暗，奋起
拼搏，迎接光明。

泱泱大国，终是辉煌。 在国家领导人
的带领下，我们心怀统一的目标，稳步发
展，团结一心，各司其职，这才使得我们的
国际地位稳步上升。这两年汉语的风靡使
国人意识到， 我们不再是过去的中国了，
我们在进步，在发展；更是激励了我们以
己之力，为国争光。 先有屠呦呦以我们本
土的中医技术研发出青蒿素，一举摘得诺
贝尔医学奖；后有不计其数的外国学者来
到中国，对汉语进行研究与传播。风靡的，
是中国文化；昂扬的，是中国人的头颅。

中国的文化，让我们在弱小的时候坚
忍不拔，在强大的时候彬彬有礼。 没有五
千年来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没有“自强
不息，厚德载物”的品格世代相传，没有文
化信仰的力量， 就不会有如今的大国崛
起。

崇洋媚外的思想被摒弃，外国人逐渐
将学习汉语提上日程，中国最终伫立于世
界的屋顶，“喊出我们野性的咆哮”。 正所
谓，何须浅碧轻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

指导老师：王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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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思少年 平凡中的发现
洞口县思源实验学校初 42 班 罗影

走廊思想 “中国智造”需要“大国工匠”
岳阳县第一中学 1607 班 喻锦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