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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我家
长沙县一中 1905 班� 胡馨可

家，是什么？
家，是一个能温暖你的地方；家，

是一个能给你失败后重拾信心的地
方；家，是一个人一辈子都离不开的地
方；家，是一个我会爱一辈子的地方。

我爱我家，爱我家的书香气。 说到
我家的书柜，大大小小就有三个。我喜
欢研究历史，《资治通鉴》是我的最爱；
而姐姐则钟爱于各种小说， 一些作品
常使她多愁善感；妈妈喜欢看杂志，经
常被一些家庭故事感动得眼泛泪花；
爸爸天天念叨着军事，《亮剑》 看着看
着就睡着了。 于我而言，最幸福的事，
莫过于一家人聚在一起静静地看书，
眼神里是数不尽的专注。

我爱我家， 爱我家独特的饭菜
香。 老妈做的菜可是一绝。 红烧鱼、

杏鲍菇炒肉、 小炒牛肉等都是她的
拿手菜。 她的手艺，街坊邻居们也赞
不绝口。 虽然妈妈天天要上班，但她
坚持每天为全家做一顿晚饭。每到晚
饭点， 只要闻到那阵阵诱人的香味，
食欲就一下子上来了。 于我而言，最
温暖的事，莫过于一家人一起围坐在
餐桌前，吃着热腾腾的饭菜，眸中是
浓浓的爱意。

我爱我家，爱我家的幽默。 妈妈
是个大迷糊，总是丢三落四的。 一会
儿手机不见了，转头又发现眼镜找不
到了，从早到晚只见她在翻箱倒柜地

找着什么。 时间长了，找出经验了，随
手一翻就能找到不见的东西。 于是，
补刀大王爸爸就调侃她是搜证犬，用
鼻子一闻， 就能找到自己想要的东
西。 于我而言，最开心的事，莫过于一
家人聚在一起说笑，嘴角是挥不去的
快乐。

生活因有家人的陪伴丰富多彩！
我爱我家， 不是因为它有多么富

裕，更不是因为它有多么华丽。 而是因
为，无论你在外如何伤心疲惫，家中的
大门永远随时为你敞开， 对你轻唤一
句：“欢迎回家！ ”家是让我觉得温暖、
安心、幸福、快乐的地方。 我家有过吵
闹，有过不开心，是亲情让我们相亲相
爱地生活在一起。

我爱我幸福快乐温暖的家！

醉心教育写春秋
———记隆回县金石桥镇中心小学教师罗满凤

陈甫春

“只要站在讲台上，我便觉得自己很
快乐。 ”在隆回县金石桥镇中心小学教师
罗满凤 20 多年的教学生涯中，她用心呵
护每一个学生，在育人育己的道路上，她
有着使不完的劲儿。

爱生，看成一种责任
罗满凤对学生始终怀着一种特殊的

感情， 每学期开学后她做的第一件事就
是摸底，哪些学生家庭贫困，哪些学生需
要资助，哪些学生是单亲家庭，哪些学生
是孤儿，她都一一记在笔记本上。她几乎
每年都要从微薄的工资中挤出一些钱来
帮助贫困学生。

2009 年下学期，她班上有一个从小
失去父母的学生小李，一直跟着爷爷奶
奶生活，家庭经济十分困难。 开学后，罗
满凤为他垫交了学杂费。 有一回，小李
感冒发烧，咳嗽不停。 罗满凤知道后，马
上带他到镇中心医院治疗，并给他交了
医药费。

罗满凤长期担任班主任，她不让一
个学生掉队，不让一个学生辍学。 2016
年上学期，班上有个女生，由于父母闹
离婚，面临辍学，她和离家 20 多公里的
外婆一起生活。 罗满凤了解这一情况
后， 第二天一大早便骑着自行车赶路，
后来又步行数公里山路到她外婆家。 她
苦口婆心地跟他们讲道理，并当面承诺
资助她的学费和照顾她的生活，罗老师
深深地打动了她。 报名时，那位女生如
期而来。

乐业，勤耕耘结硕果
罗满凤不断给自己充电，提高自身

素质。 她利用业余时间把小学一至六年
级所有科目的教材、 教参都读了个遍，

她还天天坚持写教学日记，至今已写了
十几本。 虽然教同样的课程，但她每期
都要写新的教案。 教学中，罗满凤十分
注重因材施教，尽可能让所有学生学有
所获。

2014 年下学期，在全镇教学比赛中
她任教的五年级， 拿下五个科目的第
一，这个成绩轰动了校内外，老师们都
说她在教育教学中有点石成金的魅力，
她所任教的科目学生考试成绩连年在
全镇名列前茅。 自任教以来，她 7 次被
评为县、镇优秀教师。 6 次被评为县、镇
优秀班主任，3 次被评为镇师德标兵。

奉献，觉得自己快乐
罗满凤说过，不管是家事、校事、班

事，无论有多大的烦心事，她只要一走进
教室，烦恼就像长了翅膀飞走了。

2015 年上学期， 她身体不适上医
院检查， 医生要求她住院半个月，住
院头两个晚上，她老是翻来覆去地睡
不着。 她对丈夫说：“你去恳求大夫开
一些药回学校休养吧，这样可以照顾
临近毕业的孩子们。 ”丈夫听后十分
动容，但他理解妻子的心情，于是，他
死缠硬磨，医生最终松口。 带着医生
的嘱咐，罗满凤回校了。 当晚她就备
课阅卷，第二天坚持上课。 校长劝她
继续住院治疗，为了学生她拒绝了领
导的好意。 罗满凤在日记中写道：“只
要自己站在讲台上， 我便觉得很快
乐！ ”

罗满凤这位山区中年女教师， 凭着
对教育事业的无比忠诚和爱岗敬业的奉
献精神， 醉心教育书写春秋， 不断编织
着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心怀家国 豪情永在
湖南信息学院电子信息学院软件工程六班 � 赵君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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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影斑斓，微风不止。
先生优雅适意， 着一身白布

露臂衫，一双平常夏鞋，手里捧一
本不知何名的论著， 看得饶有兴
致。 我呆呆坐着，感受先生住处的
安静简单。

我们面对一张木制小桌，桌
上有一砂壶，几口小杯，齐齐整整
摆在茶盘里，很是漂亮。

桌上小壶精致可爱。 拿来不
过巴掌大小， 淡青色的身子在阳
光下泛起光晕。 我看着那盘茶具熠熠生辉，不
禁拿起一只宽口小杯把玩，忽地手一滑，那只
杯竟摔落到地上，身殉于此了！

我大惊，手足无措起来。 先生闻声，从书
中抬起头，接而见到地上的一摊碎片。 我目不
转睛盯着先生神色，却不想依旧和煦如风。 他
笑笑说：“无妨。 ”拿出扫帚一扫了之。我诧异：

“先生这茶具岂不珍贵？ ”“我好喝茶，但这盘
茶具不过往事的一个留念。 看你受惊不小，我
泡碗茶来与你，权当安慰。 ”说着，先生信步走
去泡茶了……

我发现先生泡茶亦是粗枝大叶，不过一铁
壶煮熟而已。 不过一会儿，我们各自面前都盛
了碗香气氤氲的茶水，水汽腾腾。 先生说：“我
很喜欢你偶尔写的小文， 看来朴实也不乏美
感。”闻先生之赞美我很高兴，但心情全然不在
往常诗文之事上，而是满腹关于茶的困惑。

“先生以为这茶究竟为何物？ ”闻言先生
先是一愣，接着言道：“茶即是茶也。 不过关于
茶，我倒是有个遥远的故事。 那年这里尚未富
足如此，堪称荒地。 不幸有一屋大火，财物烧
尽。 我赶来只见那户人家在火屋前大哭，其伤
悲令我不禁动容。 问之，方知还有一子被困。
那时少年义气，我以一被浸水，一布捂鼻便进
去救人……所幸生还。 那户人家得子喜极而
泣， 执意要将这寄存的茶具赠予我， 我难推
脱，只好留下自己的一袋茶收下了这茶具。 ”

先生语气平和， 但故事听来却惊险无
比。 那砂壶，在阳光下燃烧着，像是在放映那
场火灾。

先生果真为人如师， 茶的形象如今方在
我心中明了： 原来不是不沾俗尘的逸君子,而
是投身于酷热的取义人。

君子泡茶，茶里有俗世，品味来却不失云
淡风轻，概为茶意也。

意远文蕴道来娓娓

我心手写

《礼记·大学》曰：“心正而后身修，
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
后天下平。 ”家国情怀已沉淀为中华儿
女的内在品格，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宝贵财富。 爱国豪情应是我们踏歌
前行的磅礴力量， 是当代青年永不枯
竭的精神动力。

发展中，我们巍然屹立。
曾经， 我们羡慕欧美的洋车，如

今我们的高铁技术全面领跑世界。 曾
经，我们嫉妒别国的“大哥大”，如今
我们的 5G 技术引领通讯革命。 还有
我国自行研制的天宫二号已经飞向
蓝天，世界最大单口直径射电望远镜
“FAST”已经落地贵州，北斗三号基本
系统完成建设并已开始提供全球服
务。 这些看似离我们生活遥远的大国
重器，其实时时刻刻都在彰显着我巍
巍中华的强盛国力，时时刻刻都在保
护着我们， 给我们生命的安全和尊
严， 让每一个中国人可以昂首挺胸，
幸福生活。 我们可以骄傲地对外国人
说：“我是中国人，我为生在中国而感
到自豪。 ”

追梦中，我们欣然奔跑。
在民族复兴的征途中， 我们大踏

步向前奔跑，让世界都为之震惊！ 2012
年 11 月 29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
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说：“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就是中华民族
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

我们生逢盛世，也重任在肩，我们
应当努力学习，练就报国本领。 我们该
怎么做呢？ 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王国
维告诉了我们答案， 他说：“古今之成
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三重之境界。 ”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
涯路。 ” 此第一境也———树立远大目
标。 今天的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
舞台的中心， 在众多发展机遇中间也
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 我们青年要把
个人的奋斗目标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结
合起来， 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
放飞青春梦想。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
憔悴。 ”此第二境也———脚踏实地奋
斗。 遍读兵书的吕蒙让鲁肃刮目相
看； 立志读尽人间书的苏轼通晓儒

家、道家、佛家学说；痴迷读书的牛顿
成为世界著名的科学家。“读书就是
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古人悬梁刺
股、囊萤映雪、凿壁偷光的故事告诉
我们：学习是一件高尚的、有品位的
和充满乐趣的事。 我们要努力学习，
提升自我，让奋斗成为青春最靓丽的
底色。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
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此第三境也———
收获成功喜悦。 国家复兴需要创新型
人才，需要具有创新思想的青年，创新
需要源头活水， 而这源头活水有很大
一部分来自学习。 人生的高度取决于
你读过的书和遇到的人。 我们要想成
为一个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的人必须从
书本中汲取营养，汲取知识，青年强则
国强，青年兴则国兴。

70 年长歌未央，70 年砥砺前行。
让我们心怀家国、豪情永在，在学习中
提升，在担当中历练，在尽责中成长，
让青春在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广阔天地
中绽放， 让人生在实现中国梦的奋进
追逐中展现出勇敢奔跑的英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