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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珠文海
漪澜心灵

走廊思想

玫瑰花有趣，一些人却无暇光顾，
玫瑰胶囊无味，很多人却趋之如鹜。读
书也是如此，在快读和慢读之间，我更
喜欢慢慢读、细细品。

高一寒假，我翻开爸爸送的《平凡
的世界》，认真阅读起来，黄土高原的
历史画卷顿时铺开在我眼前， 冰天雪
地里，孙少平一半雨水、一半泪水地啃
着窝窝头的画面深深触动着我， 让我
懂珍惜、 知满足。 沟壑纵横的黄土地
上， 牧羊人高亢的信天游久久回荡在
我的脑海里，让我迷恋上高原民歌。随
着故事的深入，主人翁少平、少安命途
多舛却不甘认命的奋进之路越发让我
爱不释手、如醉其中。我每一天都在阅
读，整整一个假期，才看完上下两部。
转眼两年过去了， 故事中高原汉子铮
铮不屈， 黄土女孩柔美坚毅的形象仍
历历在目，黄土风沙漫天卷，小麦高粱
半山坡的景象不时浮现心头，甚至“抬
头望，桃花依然红；低头看，青草又发
芽。 可是,景似去年景，心如冰火再不
同”的内心描述我都记忆犹新。

这就是慢读留给我的记忆和财
富。 试想，如果我没有沉下心思，逐句
逐行精品细读， 哪会有今天路遥传递

给我“只能永远把艰辛的劳动看作是
生命的必要，即使没有收获的指望，也
心平气静地继续耕种”的精神力量？

玫瑰胶囊是从成千上万朵花中提
取的精华，无色无味。你不需要研究其
生长环境、香味、形状，如果只为追求
功效， 不管适用与否， 效果未必尽人
意。 快速阅读亦是如此，你不需要字斟
句酌、不需要归纳整理、不需要思考揣
测，只需要一目十行、快速翻动页码，
但是书中的精华未必就能被你汲取。
玫瑰花娇艳美丽， 从一粒种子到满株
花蕾，中间经过春风雨露、破土生长的
蜕变，它的生长给予你培育的启迪，它
的绽放让你领悟你新生的伟大， 它的

芬芳让你神清气爽， 它的艳美沁人心
脾。 种花、育花、赏花、品花，每一个环
节都是美的体验和享受，环环相扣，越
做越有趣、越品越有味。 慢阅读亦是如
此，对文章的手法结构进行解读，会给
予写作的启示，对情感表达进行分析，
会产生思想的共鸣， 对遣词造句进行
斟酌，会积累大量词汇。

由此看来， 玫瑰胶囊需要的是暂
时的，玫瑰花的需要是长久的。 玫瑰胶
囊的营养会随时间的流逝而消失，而
玫瑰花的芳香则越久越浓郁。 正如真
正的阅读，必须放慢速度，一边阅读一
边思量，读书才会变得有趣味。

当然，胶囊无味，却是精华，适用
者快速服用，未必是件坏事。 在信息铺
天盖地、新闻满屏弹出的今天，如果也
采用字斟句酌、细嚼慢咽的阅读方式，
显然不妥。 我认为特殊情况应特殊处
理，研究生、博士生需要在短时间内浏
览大量文献， 新闻工作者需要在一天
内扫描大量消息， 当然可以选择快速
阅读、吞噬阅读。

有心人，静待花开；无意者，匆忙
路过。 在快慢之间，我希望自己成为有
趣的赏花者、有味的读书人。

常德市芷兰实验学校高 254 班 龙奕霖

在连汗水都已经蒸发掉的沙漠里， 我望
着绵绵延延的沙丘，想了许久，还是没想好下
一步的方向。 恰好，骑车人出现在我眼前。 没
有志向的穷大学生和目标明确的骑车人，就
这样相遇了。

“你好!”我望着即将远去的身影，就好像
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鼓足了勇气叫住他。

“请问，你去哪？ ”没有方向的时候，问问
别人似乎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我？”骑车人麻利地停下了车，用手指了
指前方。

“那边能去到哪呢？ ”我向他指的方向望
去， 除了沙丘还是沙丘，“那边有什么新开的
民宿？ ”

他轻笑着摇了摇头， 手指略略往上抬了
抬，指向了更高的地方。

“天上？ ”
“嗯。 ”他又重新用手点了点天空。“看到

了吗？ 那太阳。 ”
太阳？ 我不能确定他是否在和我开什么

玩笑，但看他一脸认真，于是我也很认真地回
答了他:“你去找你放在沙漠中心的‘宇宙飞
船’吗？ ”

他好像没听到我说的话一样， 目光朝向
太阳，眼睛里闪着热忱与希望。我也学着他的
样子，向那里望去，眼前只剩下一片恍惚。

“你知道梦想是什么吗？ ”他说。
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回答他这个突然抛出

的问题。
“梦想这个东西很奇怪，以梦字开头，却

在现实里实现，有人这么说过。人们年轻的时
候有梦啊，不惜为梦想抛开所有世俗的目光。
人们都向往年轻， 不过是一直在向往着那份
过去的热情。 与其等到老了再开始后悔这一
切，不如趁现在还年轻，放手一搏。 ”他反过头
来，继续说。“你和我一样，我们都还年轻，不
是吗？ ”

我……还年轻呢。 似乎他不提我都快忘
了。

从小到大，我一直是一个人。 父母忙，我
说没关系。到后来，我们好像也确实没了什么
关系，他们两人好聚好散，我们之间好像也只
剩金钱关系。

因为习惯一个人成长， 好像连心都变得
沧桑起来。

小时候，我一个人。 一个人的奥赛班，一
个人的乐器课。 高中了，我还是一个人。 一个
人的挑灯夜读，一个人的闻鸡起舞。 高考完，
我还是一个人， 还是……一个人。 一个人久
了，目标一直明确的人，就迷茫起来。下一步，
是何方？

从小到大，从没有人为我指引。骑车人是
第一个问我梦想是什么的人。 他看着我逐渐
皱起的眉，又笑了。

“别想得太复杂呀，想想看，左手还是右
手？ ”他笑得爽朗，在四十余度的高温下给人
满面的清爽。

左手，是沙丘，绵绵延延。 右手，是沙丘，
绵绵延延。 可是我偏偏就明白了。 左手是左
手，右手是右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双手，
他的变不成我的，我的也很难变成他的。他的
右手也变不成他的左手，左手也一样。人从生
下来就站在命运的天平上。天平不断旋转，所
有人都逐渐走上了专属于自己的道路， 所以
今天明明都还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人， 转眼就
能各奔东西，说散就散。 我的未来，没人能为
我做决定。

于是车驶向左方，狗奔向右方。一男一女
就这样，各奔东西。

骑车人
长沙市长郡中学高 1621 班 于思婧

在颜值备受关注的今天， 对于外
表的过分关注让人们花了眼， 沉迷于
表面的繁荣和浅层的人际交往， 局限
了自己的认知。但是，时间和理性最后
还是让我们知晓，本真远比颜值重要。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
里挑一。 ”

人难免会被身边的环境影响，陷
入保持个性与迎合他人的两难中。 正
值青春年华的年轻人， 在刚刚踏入社
会之时，最易迷失方向。一个极度自卑
的人可能会因为想极力活成别人眼中
孤僻高傲的样子， 而变得过度封闭自
隘，或是虚伪滑舌，或是唯唯诺诺，最
终都离自己的本真越来越远。 却不知
被欣赏的前提在于自身心灵的强大，
保持自己的本真。贫穷、低微、不美，都
不是妄自菲薄，甚至忸怩作态的借口。

本真是什么？ 它是本分、本色，真
实、真诚，是无需刻意表现，发自内心
的真。能保持本真的人，随着年龄的增
长，“本真”非但没有褪色，反而历经岁
月的磨砺愈发纯净耀眼。

博尔赫斯曾言:“人会逐渐同他的
遭遇混为一体，从长远来说，人也就是
他的处境。”性格可以影射出一个人的
大概经历与成长过程， 性格不仅成就
命运，还会影响到下一代人的成长。人
们常羡慕少年的活力潇洒， 但他们也
会有自己的心事，如同一艘潜水艇，在
深深海洋中享受着静谧，探寻着未知。
少年的本真，是需要进一步润洗、沉淀

的。少年的心清澈而

透明，自在而灵活。
本真像流动的水， 它可以有许多

外化形式，不拘束不呆板，不僵硬不偏
执，时而奔放时而沉寂，它因时而变，
一旦拥有绝不轻易消逝。

本真不等于温文尔雅的仪态和风
光霁月的风度， 也不等于中看不中用
的摆设。 虚伪的东西可凭借优雅动人
的外表骗取信任，却离本真很远。本真
可以在人际交往的细节中感知。 它可
以是一句粗拙却真诚的劝诫， 没有优
美的用词和高贵的表达， 但一定比阿
谀奉承干净。它容易遭人误解，被人忽
略。学会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学会
忖度， 让自己的真实和真诚散发出光
芒， 它需要我们用智慧将自身的真实
内在外化，在待人接物上发挥作用力，
成为人际交往中合作双方的润滑剂。

本真可以让青春出彩。 还记得
2016 年里约奥运会上的中国女排吗？
她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坚持到底能
让一切变为可能”这个道理。那场刻骨
铭心的半决赛，中国队对阵巴西队，巴
西队以绝对的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
领先于中国队， 当大家以为比赛就要
结束时奇迹出现了， 那群中国姑娘们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展现出了团结拼搏
的精神， 她们一鼓作气连拿四局取得
了进入决赛的门票。她们坚持不懈、用
奋力拼搏的本真让青春更出彩， 我们
为她们骄傲、自豪！

点亮自己的本真， 保持自己的本
真，让本真成为一束光，它可以照亮别
人，更可以照亮自己的人生。

让本真成为一束光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618 班 唐俪玲

刚进入初中的我， 语文学习总是
不在状态，我很是担忧、彷徨。

第一次月考完，我主动找你面批，
本以为会先挨一顿骂， 然而我等到的
却是你的微笑， 是你轻声细语地为我
讲着错因和努力的方向。

有你真好， 你的微笑和教导如一
股春风温暖着我冰凉的心。 犹如黑暗
中突然出现的一点儿光芒， 尽管还不
够强烈，但显得格外明亮。

从此，我更加努力地学习语文，当
我取得班级第一的好成绩， 去感谢你
的教导与帮助时，你说你没有功劳，只
是我比较努力。 可是我知道，如果没有
你无声的鼓励与细心的教导， 怎么会
有我语文成绩的飞跃呢？

有你真好，学习路上给我信心，为
我指明努力的方向。

第二个学期，我因骄傲与浮躁，语
文成绩连续下滑。 你告诫我学无止境，
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只有坚持不懈
的努力，才能到达胜利的彼岸。

有你真好， 遭受挫折时你的安慰
和告诫让我真正地沉下心去学习。

后来，你经常与我聊生活、人生。
小到与同学的相处，大到人生理想，让
我逐渐明白了人生的意义， 学习的动
力， 而这些都是值得我铭记一生的金
玉良言。

有你真好， 学习中你是一位智慧
的师者，生活中你是一位人生导师。

黑暗中，那束光越来越亮，让我更
加自信，更加从容。

我坚信， 那束光会一直照亮我前
行的路，永远、永远……

指导老师：彭熙建

快慢之间 让读书变得有趣味

有你真好
长沙青竹湖湘一外国语学校 胡彦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