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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爸爸属马，身高一米
八，真如马儿一样高大。他的
眼睛不大，但是视力很好。有
人说我长得跟爸爸一模一样，
哈哈，看来我是遗传了爸爸的
圆圆脸蛋。

爸爸的力气很大。在我还
不会走路的时候，爸爸喜欢用
他那双有力的大手把我高高举
过头顶，那时我就会开心得咯
咯笑。

我的爸爸还有一件特别擅
长的事——做饭。在我生日那
天，好朋友们来我家吃饭，他们
对爸爸烧的菜啧啧称赞。

最让我感到骄傲的是，我
的爸爸还曾经是一名军人。爸
爸在教我打枪时告诉我：“枪上
的缺口、瞄准镜和目标要在一
条线上，就能打中目标了。”我
似懂非懂，但是按照他的说法
去做，确实命中率高多啦！爸
爸告诉我：在部队有一项铁的
纪律，那就是“枪口不能对人”！

嗯，我想：我们在任何地方
做任何事都要遵守纪律。

我的爸爸就是一个遵守纪
律、做事雷厉风行的人。

我爱爸爸！

今天上午，我和妈妈乘坐
公交车去市图书馆借书。

路程过了一半，一位白发
苍苍的驼背老奶奶步履蹒跚地
走上公交车，她一手握着扶手，
一手挎着一只竹篮。这时，公
交车上已经没有空位了，老人
无奈地叹了一口气，颤颤巍巍
地站着。我看到这一幕，心里
酸酸的，然后从座位上站起来，
跑到她面前，把她搀扶到我的
座位上。

老奶奶坐稳后，掀开竹篮
上的纱布，从竹篮里拿出一串
用栀子花串成的手环递给我。
我向老奶奶摆摆手，老奶奶却
执意把手环塞进我手里。我心
里想，既然这是老奶奶的一片
心意，还是收下吧。我将手环
套在了手腕上，车厢里顿时弥
漫起沁人心脾的花香。

我的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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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艺术小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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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节气之谷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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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 骨

鲁迅，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
的笔名。他是我国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

敬谢不敏：委婉拒绝的客套话

王建军

创新文艺，批判“吃人”社会

以笔为剑，开展文艺斗争

常州市武进区政平小学六（2）班 葛雨婷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鲁迅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当时
许多先进知识分子一起，写文章、办杂志，揭开了五四运
动的序幕。他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列，积极提倡新文化、
新思想、新道德，猛烈抨击几千年来的旧文化、旧思想、旧
道德。

1918年，他发表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

鲁迅少年时父亲病故，家道中落。少年鲁迅饱尝人
间冷暖，世态炎凉，认识到封建社会的腐朽和没落。他广
泛接触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深受维新思潮和进化
论学说的影响，初步形成“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
老人”的社会发展观。

1902 年，鲁迅赴日留学，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
医。他积极投身于反清革命的洪流，课余“赴会馆，跑书
店，往集会，听讲演”，立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
1906年，鲁迅有感于国内同胞的愚弱，认识到改变国民
性的重要，毅然弃医从文，决定以笔作为自己救国救民的
战斗武器。鲁迅认为，中国的严重问题在于人，不在于
物；在于精神，不在于物质；在于个性，不在于“众人”。要

“立国”，必先“立人”，而“立人”的关键，在于个性的觉醒
与精神的振奋。

辛亥革命前夜，鲁迅回到祖国，他一方面教书育人，
培养青年，一方面积极投身辛亥革命。

1927年 10月起，鲁迅定居上海，开始集中精力从事
革命文艺运动。1928 年他与郁达夫创办《奔流》杂志。
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也是
主要领导人，曾先后主编《萌芽》《前哨》《十字街头》《译
文》等重要文学期刊。他参加和领导了中国左翼作家联
盟、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许多革
命社团。他团结和领导广大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
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及其御用文人进行
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坚持韧性战斗，撰写了数百篇杂
文。这些杂文，如匕首，似投枪，在反文化“围剿”中，作出
了特殊的贡献。

鲁迅与共产党人交往密切，他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
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以“窃火者”自喻，致力于

说《狂人日记》，小说通过象征的艺术手法，深刻地揭露了
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强烈地控诉了封建礼
教和封建宗法制度的罪恶。此后，鲁迅“一发而不可收”，
以彻底的不妥协姿态，创作了《孔乙己》《药》《阿Q正传》
等许多小说和大量杂文、随笔、评论，成为五四运动的先
驱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

1927年国民党发动反革命政变，鲁迅经受了腥风血
雨的考验，因营救学生无果，他愤而辞职。在血的教训面
前，鲁迅早年形成的社会发展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严
厉解剖自己的思想，纠正了过去只信进化论的“偏颇”。
从此，他的思想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起点。

弃医从文，呼唤民族觉醒

国画大师徐悲鸿先生认为：“人不
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

为什么傲气不可有，傲骨不可
无？无它，傲气表露的是自高自大、自
命不凡，而傲骨则展示的是自尊自信、
刚强自立。

众所周知，“谦虚使人进步，骄傲
使人落后”。人一有傲气，便会自负，
以为“天下舍我其谁”，目空一切，丧失
了进取之心，再无长进的可能。而傲
骨，则能让人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
贱不移其志、亨达不改初心，永远保持

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排除万难，
向着既定目标奋勇前行。

鲁迅先生被毛泽东主席称为“民
族英雄”，正是因为“鲁迅的骨头是最
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鲁
迅一生，为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
放、民众的觉醒，不畏强权，不惧险阻，
以笔墨作刀枪，生命不息，呐喊不已，
战斗不止。这一切，都是基于他的一
腔热血，一身傲骨。

傲骨铸就于浩然之气，体现的是
宁折不弯的性格，展露的是恪守原则

的坚定。因此，好好先生不会有傲骨，
见风使舵者不会有傲骨，蝇营狗苟之
徒更不会有傲骨。

傲骨也不是一经长成便终身拥
有，它需要不断地补“钙”。在生活
中，我们看到许多晚节不终者，其因
便 是 傲 骨 失

“钙”所致。因
此，我们需要
不断地砥砺品
德，壮大浩然
之气。

“拒绝”是一门艺术，聪明的人既能
达到自己的目的，又不会让遭到拒绝的
对方感到难堪。“敬谢不敏”表达的就是
一种委婉而不失礼貌的拒绝。不过，这
个成语在产生之初却是用来道歉的，表
示自己反应不够灵敏、能力不够强。

春秋时期，郑国的子产出使晋国，傲
慢的晋平公不愿立刻接见他们。于是子

产拆掉了客馆的围墙，来安放带来的车
马礼物。这一举动引起了晋国的不满，
面对责问，子产有理、有据、有节地进行
回应，指出这是由于晋国自己怠慢宾客
而造成的。赵文子听说了这件事，感叹
说：“用仆役住的房子来招待诸侯，这确
实是我们的过错啊！”于是派士文伯向郑
简公道歉。古书上记载：“（赵文子）使士

文伯谢不敏焉。”
“谢不敏”既然表示“道歉”，就

寓有“自己无能”的意思。所以，“敬
谢不敏”很容易就演化出了因为自己
能力不够而推辞做某事的用法。茅盾
在《锻炼》中曾写道：“《团结》的主编这
个头衔，受之有愧，只好敬谢不敏了。”

（本栏目由中华成语研究会协办）

我国古代，凭诗词可与苏轼、陆游、
辛弃疾相媲美的才女，只有李清照。

李清照既有巾帼之淑贤，更兼男儿
之豪气。她有过如诗的爱情、赌书泼茶
的情趣，也经历了山河破碎、颠沛流离，
因此常发悲世之感慨，心怀家国与天
下。“易安倜傥，有丈夫气。”在那个男子
主导文坛的时代，她把酒赏花，将傲然风

骨诉诸文字。在那个偏安朝廷畏缩不前
的时代，她凛然执笔，讽喻今古。

从“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到“知
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写尽了少女的
不谙世事，清透至纯，简单美好；从“花自
飘零水自流”到“帘卷西风，人比黄花
瘦”，伤感的情愫又萦绕心头；从“生当作
人杰，死亦为鬼雄”到“冷冷清清凄凄惨

惨戚戚”，写尽了爱国之气。纵使经历
了万劫不复之痛，李清照依然笑对生
活。面对物是人非，她没有悲观消沉，
没有叹息乱世，而是用自己的一身风
骨绚烂了中国诗词的整个花季。

世间曾有李易安，时光流转，她
的人，她的词，如同一坛佳酿，愈陈
愈香。

昆曲是我国传统戏曲中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它
发源于14世纪苏州太仓南码头，后经魏良辅等人的
改良而走向全国，自明代中叶独领中国剧坛风骚近
300年。

昆曲糅合了唱念做打、舞蹈及武术等，以曲词典
雅、行腔婉转、表演细腻著称。昆曲以鼓、板控制演
唱节奏，以曲笛、三弦等为主要伴奏乐器，其唱念语
音为“中州韵”。

包括京剧、越剧等在内的许多剧种都从昆曲学
习和借鉴了大量的表现方式方法，并且移植改编了
大量昆曲剧目。因此昆曲被誉为“百戏之祖”。很多
京剧名家都兼习昆曲，梅兰芳、言慧珠等都是昆曲大
家。

昆曲在 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首批
“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顾名思义，谷雨即播谷降雨之义。相较于雨水
节气时的乍暖还寒，谷雨时节过后却是一副“杨花落
尽子规啼”的暮春气象了。

传说谷雨源于仓颉造字，仓颉在梦中祈盼“我想
要五谷丰登，让天下的老百姓都有饭吃”，结果第二
天漫天谷粒如雨倾泻人间，黄帝便将这一天定为了
谷雨节。

中国古代将谷雨分为三候：“一候萍始生；二候
鸣鸠拂其羽；三候戴胜降于桑。”是说谷雨后降雨量
增多，浮萍开始生长，接着布谷鸟便开始提醒人们播
种了，然后是桑树上开始见到戴胜鸟。

谷雨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这时田中的秧苗
初插、作物新种，最需要雨水的滋润，所以说“春雨贵
如油”。

中外文化交流，倡导新兴木刻运动。他关心青年，培养青
年，为青年作家的成长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1936 年 10 月 19 日，鲁迅在上海因病去世，终年 55
岁。

鲁迅写过一首《自嘲》诗，其中“横眉冷对千夫指，俯
首甘为孺子牛”，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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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容市崇明小学六（2）班 朱璟瑶

诗露花语

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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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帽子，红马甲，火一般炽热的色彩，
那是志愿者们跃动的身影。或许，我们都
是一颗水滴，而正是我们聚在了一起，这
才有了江海。或许，我们都一样，平凡，但
可以绽放精彩。

体育节，战鼓擂响，戴上红帽子，我加
入志愿者的行列。一片狼藉的草地上，塑
料瓶、橘子皮，早已成了肆虐的“怪兽”；塑
料袋铆足了劲儿，飘飘欲飞。教学楼边，
一群红色的身影缓缓走来，我们一次次弯
腰，一次次伸手，汗水从鬓角滴下，杂乱的
草坪又恢复了不含一点杂质的绿色，绿得
那么富有朝气，蓬勃着生机。我与同伴们
相视一笑，汗水在阳光下闪耀。

此时此刻，一同弯腰，一同伸手，作为
志愿者的我们，都是一样——我们是校园
之湖里的一滴水。

沿山而上，层层石阶，铺垫着登顶的
梦想。汗水早已从额角淌下，热量在浑身
不断地蒸腾，但我咬牙攀登，憧憬着“一览

众山小”的快乐。忽然，“啪”一声，不知是
谁随手扔下的矿泉水瓶，一直滚到我脚
边，不远处的垃圾桶静静立着。我想伸手
捡起矿泉水瓶，却发现一只小手早已伸
来。刚一抬头，熟悉的红帽子一下子点亮
了我的心——是志愿者！她望着我，轻轻
微笑，指了指垃圾桶的方向。抬头望去，
石阶边处处是鲜红的身影，照亮了一片山
林。而我，虽为游客，也应是他们中的一
员！一同携手，那弯腰的弧度，是山林中
最美的风景线！

此时此刻，一同俯身，一同清理，我虽
没有鲜红的马甲，却和他们一样——我们
都是社会之海中的一滴水。

或许，红马甲并不是志愿者唯一的标
志。当怀有一颗炽热的心，我们都可以成
为一团火，给世界以光和温暖。我们都一
样，若是火苗，我们可以相聚而燎原；若是
水滴，我们可以相汇而成湖海。平凡的生
命，一样可以发出最耀眼的光。

早晨七点二十，一群叔叔阿姨身穿绿色的志愿者马甲，头上戴着红
色的鸭舌帽，手上拿着护卫的小旗子，站在校门口迎接我们的到来。他
们就是我们学校的“同学,你早!”青春护航志愿者，这支队伍汇聚了一大
批家长和老师，他们在各个路口站岗，指挥着交通，维护着校门口的安全
（见图）。特别是在人行横道上，叔叔阿姨打开车门的瞬间，一句亲切的
问候：“同学，你早！请注意安全！”瞧，我们在他们的护送下，安全到达校
门口。不管是刮风下雨，他们风雨无阻，为我们保驾护航。所以，我们想
说：“叔叔阿姨，感谢有你，你们辛苦了！”

溧阳市光华初级中学初三（13）班 陈润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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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上了高一，我们周末去看望爷爷奶
奶的次数便屈指可数了。

这次车还未到，却已看到两个等候的身
影，这两个依稀的身影陌生又熟悉，坐在爸爸
电瓶车后座的我不禁鼻头发酸。

我是他们唯一的孙子，从小是爷爷奶奶
将我抱大。一进家门，爷爷奶奶便格外欢喜，
好像年轻了几十岁一样跑前跑后，张罗着，竟
然连在锅里煮着的豆腐也忘了。

亲戚们也渐渐到了，分别落了座。爷爷
和爸爸在厨房里忙碌着，我便坐在奶奶旁
边。奶奶有糖尿病，只能吃爷爷和爸爸特地
为她烧的加了木糖醇的菜，再将白水倒了一
碗，就这么简单。即使这样，奶奶的眼睛一刻
也没有离开过我，笑得眯成了一条缝。

就在大家吃喝得正起劲的时候，奶奶却
拉着我，悄悄起身，进了房间，再轻轻地合上
了门，又小心翼翼地反锁，仿佛生怕被人知道
般，又小声地对我说：“坐，坐。”便将我一把按
坐在床上。

奶奶在床头柜的最底层翻弄着，拿出了
一个保管极为严实的木盒，我心里不禁好奇
起来：这木盒里究竟藏的是什么呢？不会是
传家宝吧！奶奶将木盒吃力地揭开，只见里
面是一大团白布，显然包着东西，我的好奇心
更盛了，不禁又把头向前凑了凑。

奶奶没说话，只是挑开了那白布的一角，
将其中的一个宝贝拿了出来，这时，我才看清

那是一包防腐剂。奶奶将小白包递到我手
上，连声说：“吃，吃！”

我哑然失笑，瞬间明白了——原来奶奶
看见亲戚朋友送的月饼，盒子中只有这么一
个小白包，再加上奶奶从小上不起学，不识
字，于是便认定这些小包是极好吃的，就省下
来给我。“奶奶，幸亏你没吃。谢谢你，总是想
着我……”我心中默念着。

想想奶奶将这些防腐剂一次次、一个个
地收好，又小心地用白布包上，最后再藏好的
过程中，那种近乎虔诚的姿态，感觉被一双手
在最疼的小心尖上捏了一把，一种儿时的感
伤、一种心灵深处的感动和愧疚……再次袭
上心头。我手里捏着带着温情的防腐剂，一
时不敢与奶奶的目光对视，我微微抬起头，努
力不让泪水滑落。我甚至不忍心告诉奶奶，
这是防腐剂，不能吃的。

幸福的相聚总是短暂的，我们要回家
了。临走时，奶奶又悄悄地塞了个塑料袋给
我，并小声嘱咐道：“都留给你，收好了，别一
下子吃完，没有了再到我这儿拿。”语毕，奶奶
拍了拍我的后脑勺笑着说：“去吧，傻孩子。”

我出了门，不舍地回头张望，看见两团黑
影渐渐模糊。我朝他们挥挥手，终究还是要
走了。回家的路上，我突然意识到奶奶未把
所有的“宝贝”都给我，是想让我多回去看看
吧！

原来，爷爷奶奶一直在等候……

这是一篇优秀的考场作文，值得点赞！
文章小处入笔，深处升华，将一份真挚而不
舍的祖孙情渗透在字里行间，这与小作者平
时勤于观察、善于积累是分不开的。对待生
活有感触，面对亲情才能有感动。

读完文章，我突然有一种感动与心酸，
透过文章，我们既看到了两位七十多岁的老
人盼着孙子能回家看一看自己的那种期盼
之情、急切之心，又看到了子孙晚辈对于空
巢老人的关注，进而升华为一种更深层的反
思，发人深省。尤其题目取“等候”二字更是
切中主题，令人感喟。

就餐时，奶奶将“我”拉进房间，将物品
送给“我”时，那一连串的动作描写、心理描

写，一幅幅画面生动地展现在我们眼前。当
“我”发现只是一包包无用的防腐剂时，小作
者一番入情入理的心理活动更是动人心弦。

文章结尾点到奶奶的嘱咐，使“我”突然
意识到，奶奶并未把所有的“宝贝”都给我，
只是想让我们多回去看看，尤其“原来，爷爷
奶奶一直在等候……”一句，寥寥数语起到
画龙点睛的作用。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文章选取了生活
中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生活场景，这些生活
细节在小作者的笔下竟然如此感人至深。
我手写我心，跳动着真挚，给我们留下了无
限的回味。

——点评老师 张春刚

教师荐评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高一高一（（1717））班班 吴玉阳吴玉阳
指导老师指导老师 张春刚张春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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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的孩子，
打开家门，
近处是田野，
远处是高山，
似乎比城里的同伴
更能探知早春的到来。
我注目眺望，
山中的万木正悄然复苏，
换上绿装，
竞相争春。
大清早的整个村庄，
就沸沸扬扬地热闹起来。
挥锄耕种的劳作声，
挑着扁担的嘎吱声，
乡邻早间的问候声，
还有那远处
不时传来布谷鸟的鸣叫声，
汇聚成了

人勤地不懒的春耕协奏曲。
“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
循着美妙的歌声，
春姑娘来到了学校。
和煦的春风温暖着校园，
桃红柳绿，
生机勃勃。
在阳光的映照下，
五星红旗鲜艳夺目，
胸前的红领巾随风飘扬。
我们是新时代的少先队员，
畅想春天，
赞美春天，
更应该不负好春光。
朗朗的书声让春意更浓：

“希望的种子在萌芽，
我们便是雄鹰……”

常熟市实验小学五（6）班 管近平
指导老师 顾善海

生活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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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关注

4月 9日中午，自习课上，大家正在埋头写作业。突然，眼前一片昏
暗。观察窗外，真是东西两重天，一大团乌云正从西边铺天盖地地向我们
冲过来，而东边则依然晴空万里、风平浪静。我们不由地停下手中的笔，望
向窗外，预感到一场暴风骤雨即将来临。

班级的“机灵分子”王昊清、丁俊钊异口同声地喊起来：“快关窗，快关
窗，别让灾难重演。”原来，上次暴雨，窗边同学课桌上的书本全都被打湿
了！话音未落，云层中一道白光直插大地，惊得我们个个张大嘴巴，还没来
得及发出惊叹，轰鸣的雷声接踵而至，顾不上多作感慨，大家手忙脚乱，一
哄而上闭紧每扇窗户。

虎啸狮吼般的声音传来，地上的红色樟树叶子居然螺旋上升，狠狠
地撞在我们四楼的玻璃窗上，被风死死“按住”，动弹不得。黄豆粒大的
雨滴，试探性地在我们窗户上擦出一条直线。才刚看清它的模样，西风
裹挟着大团大团的雨水，从窗户口呼啸而过，相隔仅数十米的教学楼
只能看出大致轮廓。而屋顶上，被风劫来的一段雨水以百米冲刺的
速度由西向东奔跑，身后跟着一波又一波的追赶者。

好在这样的场面持续了十分钟左右就慢慢恢复平静，雨后
的天空一碧如洗，像蓝宝石一样湛蓝。春天的这场雨来得猛
烈，下得欢畅，从中我竟然没有体会到“春雨贵如油”的温
润，而是率性洒脱的刚烈，好一场别样的春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