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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在《咏箸诗》中写到：“莫道筷箸小，日日伴君
餐。千年甘苦史，尽在双筷间。”筷子，中国的传统食具。
中国人在千年的奋斗之路上，用筷子尝遍了历史变迁的
酸甜苦辣。筷子不仅仅是饮食餐具，更承载了千年中国
传统文化，凝结了许多前人的智慧；不仅给我们口中传递

了无数的美味，也承载了中国人数千年的情感！
从筷子的设计理念来看，筷子一头圆一头方。“圆”象

征天，“方”象征地，对应“天圆地方”。手持筷子时，拇指食
指扣在上，无名指小指抵在下，中指居中，对应了天地人
三才之象。外国人会说两根筷子，而中国人都是叫“一双
筷子”，这里面有太极和阴阳的理念。太极是一，阴阳是
二；一就是二，二就是一；一中含二，合二为一。这是中国
人的哲学，西方人不懂。筷子是中国文明的象征，是中国
独有的文化符号。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外来文化渗透到
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以“筷箸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
在现代社会的影响日渐式微，人们视刀叉为高档豪华，好
像西餐的档次总是要高于传统中餐；热衷于西装洋服，对
中国的传统服饰嗤之以鼻；以开进口车为骄傲，对国产汽
车不屑一顾，仿佛只要是进口的就是撒了金粉的宝贝。

人们似乎在汹涌的文化合流中迷路了，迷失了属于
中国的“自我”。

但是，只要我们冷静观察一下，就会发现，我们的传

统文化正以其强大的生命力，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奔涌向
前。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高举中华文化的旗帜，不断开
辟新的天地。

樊锦诗，现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尽管从北京大学
历史系毕业后的她面对北京上海两个选择，她却毅然选

择了千里之外的西部小镇，一来敦煌就再也没有离开过，
被誉为“敦煌女儿”。她有愧于家庭、孩子，却无愧于敦煌、
无愧于自我，她独立朔漠，将用一生的守望告诉世人，她
在敦煌找到了自我，这也是属于中国人的“自我”。

生长于苏州的王佩瑜，初中时初学京剧，没想到一学
竟迷上了。如今的她已是公认的京剧新生代领军人物。她
立志把京剧推广给年轻一代，于是在分享平台上开通了
一个名叫《京剧其实很好玩》的音频节目，用青年人喜闻
乐见的形式进行推广。王佩瑜并未像父母预想的样
子———大学毕业，找份稳定的工作，再出国留学。她在京
剧中找到自我，并且肩负起了传承国粹的重任，帮助更多
人找到属于中国人的“自我”。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像樊锦诗、王佩瑜一样为传播我
们的传统文化，为文化强国作出努力，在弘扬传统文化的
大道上昂首阔步，向着世界高歌。

当中国人拿起那双筷子，“箸”立世界之时，展现出来
的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魅力，宣扬的是中华民族
的凝聚力和高度的文化自信。

“箸”立传统之路
射阳中学高三渊15冤班 徐彤

回想起那个深秋的早晨，我不禁
再次热泪盈眶。

那天，电闪雷鸣，惊天动地。
“轰隆———”一阵雷鸣将我从梦中

惊醒。我睁开朦胧的双眼，不知道已经

是几时，只知道窗外倾盆大雨，屋内昏
暗一片。隐隐约约看了看手表，已是早
上。准备起床的我突然眼前一黑，又只
好躺下。躺下的我却怎么也站不起来
了，头颅如同沉甸甸的石块，身体也似
乎失去了知觉。有气无力的我勉强挤
出一点声音：“妈妈……”正在打扫卫
生的母亲立即放下手里的活计向我走
来。看见憔悴的我，满是担心地问：“怎
么了？”我早已没有了精神，无力再说
话。母亲用她那温暖的手抚摸着我的
额头：“啊！怎么这么烫？家里没有退烧
药了，怎么办？”我睁开双眼，看见母亲
在望着窗外，沉重的表情似乎在艰难

地决定着什么。“妈妈去买药，你再睡一会儿，或许会好
些呢。”说着，母亲为我拉了拉被角，转身便离开了。

母亲向来胆小，父亲在家时，从不让母亲一个人外
出，更不必说在这风雨交加的恶劣天气里。我怎么忍心
让母亲顶着这么大的风雨出去？有气无力的我无法张
口阻止母亲，只能在心里暗暗祈求上天，千万不要淋病
了我亲爱的母亲。我不时向窗外张望，老天也似乎与我
作对，风雨不仅没有变小，昏沉的天空下竟没有了一丝
光亮。躺在这阴暗的房间里，闭上双眼，我感到一阵阵
害怕。不知不觉中，泪水溢出了眼眶，如窗外的风雨，无
休无止。
“咚”的一声响，仿佛是有什么人撞在我家的大门

上，我努力地睁开红肿的双眼，原来是母亲回来了。我
看见母亲在用手挤压她湿漉漉的头发，水滴不断地往
地上掉。母亲顾不得换下湿透的衣服就连忙去烧水。那
忙碌的背影在我的视线中穿梭，我又一次泪流满面。母
亲，是什么让你变得如此坚强？在我生病时、气馁时、失
落时、跌倒时、伤心时，在我幼小生命的每一个节点上
都能找得到你用挚爱与坚韧刻下的深深印记。

母亲捧着她煎熬好的汤药，再次匆匆来到我的床
前。喝着母亲熬制的汤药，我竟没有觉得苦，相反却有
一丝丝香甜，我知道，那就是幸福的滋味。

自从我生命的年轮里有了那个深秋的早晨之后，
“女人固然是脆弱的，母亲却是坚强的”，法国著名作家
雨果说过的这句话就时常震撼我的心灵，让我觉得我
的母亲不是一个寻常的女性，她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辅导老师院吴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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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雪花在城市中飘飞。不一会儿，城市便一片雪
白。高耸的大厦好似雪山屹立在大地上，城市成了山野，街
道恰似冰河。

外面翩翩起舞的雪花引起我无限的想象和向往。面对
着刺骨的寒风，我还是决定要走出门去。穿好棉袄，戴上棉

帽，系好围巾，我便向门外跑去。心想：雪花，我来了！我不
怕你！可刚走到门外，我便发现，零下十几度的低温使我的
棉袄形同虚设，寒风刺骨，让我禁不住打了几个寒噤。我转
身准备回去，却糟糕地发现未带钥匙。我只得在大街上一
路小跑着，等待父母。

大街上早没有了平日里热闹的模样。店铺关门，游商
绝迹，昏暗的路灯成了我唯一的陪伴。我顶着风雪继续前
行。突然，一道温暖的亮光进入了我的视野。我不由得加快
了脚步，原来我面前立着的是一间面馆。我想都没想，赶紧
走进这间可以遮风避雪的面馆，我需要温暖，更需要能量。

暖气打在脸上，寂寞又重回喧闹。“老板，来一碗面！”
一个声音几乎与我同时喊出。我转身望去，是一个小男孩，
大大的笑脸如同朗朗的明月。我也报之以微笑，来到靠近
玻璃门的座上坐下，扭头静静地看着外面的雪景。就在我
转过身来准备吃面的当口，坐在门外雪地上的一个老爷爷
引起了我的注意。残破的绒帽戴在苍老的头颅上，褴褛的
大衣几乎不能裹住瘦削的身躯。老人用颤抖的双手不停地
拍打着身上的积雪。我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准备为这位
老人献上一份爱心。我翻遍自己的口袋，还没等我找出钱
来，门外雪地上的老人已经不见了。我只好几口吃完面条，
准备离开。
“老板，结账！”离开座位，我大声喊道。还没等我转过

身去，一个熟悉的身影就映入了我的眼帘。是那老爷爷！他
径直走向刚才那个小男孩吃剩下的半碗面条。还没等他端
起面碗，不料面碗已被那男孩端起，把面条全部倒在了桶
里。见此情景，我全没有了当初对这小男孩的好感。“他怎
么会这样，这也太过分了！”我心想。

男孩走到老爷爷身旁，微笑着说：“爷爷，我感冒了，我

帮你重买一碗，我付钱。”面馆的老板看到这一幕后，也痛
快地说要为那个男孩免单。我在大伙喧闹的话语中匆忙离
开，竟忘记了问一问那男孩的名字。

走在依旧昏暗的街道上，风雪还在肆虐，我已经感觉
不到寒冷，因为，在这人间，自有暖流涌动。

暖 流
射阳县高级中学高一渊9冤班 陈风干

时光荏苒！时光总是沉默，一声不吭地悄悄流过，
但我总想拉他一把，让他将你的岁月。

那是儿时的秋天，层林尽染，忘不了曾经的繁茂；
秋蝉长鸣，诉不尽对夏日的留恋。正处农忙时节，你拉
着不满五岁的我，到外婆家帮着收稻。你将我独自放
在田中，望着我探索自然的一举一动，自己则在一旁忙
碌。我好奇地望着土地上的一切，蹦跳的蚱蜢，鸣唱的
蝈蝈……农村大地上的一件件新鲜事物，极大地满足
了我对世界的好奇。

在她未注意之时，我悄悄拿起镰刀在手中把玩。
未谙世事的我正乐在其中地研究着手中这柄奇形怪状
的玩意，全然忘记了你不让我乱碰的嘱托。一不留神，
这把刀染红了我的左手，我的哭声很快便引来了正在
忙碌的你。

渐渐地，我哭得有些竭力，在愈发的疼痛中，意识
也渐渐恍惚，手上的伤口也疼得麻木———时间仿佛戛
然而止，我感觉一切都变得寂静，一切都变得缓慢，手
中的鲜血仍旧刺激着我的双眼，但是你拼命找人，抱我
去医院的样子却刻在我的脑中。

很快地，你送我上了车，但这时，我仿佛灵魂出窍
似地旁观着这一切。记忆早已随着时间而模糊，但你
始终握着我的手，急得出汗的样子却从未模糊。我仍
在不停地啼哭，直到声音已沙哑也未停止，这使本就担
心的你雪上加霜，你抱着我，我听到了你的抽泣。缓慢
的时间再次恢复。

离外婆家最近的诊所只有五公里，在这短短五公
里中，我却像走过万里。到诊所时，天已趋黄昏，夕阳
笼着这伤口，和你满头为我急的汗，闪得发光，亮得刺
眼。你仍抱着我，直到医生为我处理好伤口，这时的记
忆又开始漫上迷雾，但这迷雾中，只有你担心的眼神从
未从我的脑海中散去。
儿时的记忆早已七零八落，唯一的记号只剩下那

横斜的冗沟，这是好奇的教训，也是岁月在我身上留下

的痕迹。
母亲，有你的岁月，便消失了所有的伤痛。

辅导老师院唐爱萍

有你的岁月
射阳县初级中学八渊22冤班 邓宏宇

“叽叽，叽叽，叽叽”……咦？哪来的小鸡声音呢？原来
是黄鸡妈妈带着鸡宝宝去春游哩。跟上小鸡的步伐，去看
一看吧！

鸡妈妈带着鸡宝宝来到公园。可是，怎么只有八只小
鸡呢？不远处，有只小黄鸡在快活地跳来跳去，自言自语

道：“妈妈叫我去捉虫子，这么个大好天气，不用来玩，真是
太可惜。”说完，又在草地上欢快地跳舞，嘴里还哼着不知
名的“鸡歌”。

在小鸡的不远处，大树下面，有一只非常瘦的野猫。正
慢悠悠地靠近小鸡呢。小鸡离大树越来越近了，猫想：真是
天无绝猫之路，我终于有午餐了。而小鸡还不知危险已经
逼近它了，真是乐极生悲啊！

老猫抓住时机，飞身扑向小黄鸡。小鸡哪能反应过来
呀。老猫抓住了它。老猫觉得一下子吃了没什么意思，想好
了，先折磨折磨它再吃。

老猫拔十根鸡毛，然后把小鸡的头扭来扭去，之后又
把小鸡放在水里泡泡，最后把小鸡抛上天空，再接住，再扔
上天空，再接住……小鸡被折腾得有气无力地喊：“妈妈，
妈妈快来！”老猫觉得有点烦，就用苹果把鸡嘴堵上，老猫
玩够了，刚准备把小鸡吃下去时。鸡妈妈登场了。鸡妈妈对
老猫拳打脚踢，小鸡们也装模作样地舞动几下，老猫跑了。

鸡妈妈来察看小鸡的伤势，小鸡抓住机会对鸡妈妈道
歉：“对不起，妈妈，我不应该乱跑的。” 辅导老师院顾团

不听话的小黄鸡
射阳县实验小学六渊4冤班 王政

自从看过《西游记》这一部电视剧之后，我非常喜欢
孙悟空。

孙悟空知道我喜欢他，他就下凡来看我了，他还说会
陪我玩一天。一开始我还不相信，以为自己在做梦。于是，
我就让他给我看看他的金箍棒。他真的从耳朵里拔出一

根像针一样的东西，然后把它变成金箍棒。现在，我才相
信眼前的人就是孙悟空。

我说:“你能带我去龙宫看看吗？”他说:“当然可以。”
说完，孙悟空就拉着我，飞到天空中。一会儿，我就看见了
大海，那海很美，蓝天白云映衬着微波荡漾的海水，犹如
仙境，这儿应该就是传说中的东海。没过一会儿，孙悟空
就带我跳进了这美丽的大海，跳到水中之后，孙悟空就给
我吃了一个圆圆的还会发光的东西，他说:“把它吃完，你

就可以在水里呼吸、说话。”我吃完后，孙悟空就带我游向
龙宫的大门。龙宫的侍卫看见孙悟空来了，立刻给他打开
大门，让我们进去了。一到里面，哇！所有的布置几乎都是
水晶做的。我们还看到了龙王三太子敖丙，他在孙悟空和
龙王喝酒时，偷偷把我带走逛他的藏宝殿。孙悟空转头一

看，发现我不在了，立即请东海龙王派虾兵蟹将找到我。
最后孙悟空带我回家了。到家时，已经九点多了，孙悟空
说:“我有时间，一定还会来看你的。”我告诉孙悟空：“下
次你再来，我带你参观中国现在的高科技，像北斗导航系
统、嫦娥奔月工程、高铁和 5G技术通讯。”孙悟空高兴地
点头答应。

今天是我最开心的一天。
辅导老师院张海梅

我和孙悟空过一天
射阳县小学四渊6冤班 高子雅

星期天早晨，阳光明媚，万里无云，小兔子想过河
去看望生病的外婆，小刺猬想过河摘苹果给亲密无间
的弟弟吃。

可是它们来到小河边，发现河面很宽，水流很急，
河水很深。无法过河，急得都要哭了。这时，大象和长

颈鹿看到了这一幕，大象用长长的鼻子、长颈鹿用长
长的脖子，为它们搭了一座奇怪的桥。

小白兔和小刺猬上了桥，为了感谢大象和长颈
鹿，小白兔和小刺猬跳起了《兔子舞》，小鸟叽叽喳喳
地唱起了《友谊之歌》。大象和长颈鹿说：“你们快去做
自己的事情吧！”小白兔和小刺猬说：“好的，谢谢，再
见！”

这四位可爱的小动物从此以后，经常在一起开开
心心地跳舞、唱歌。

辅导老师院顾团

友谊桥
射阳县解放路小学三渊8冤班 李诗娴

射阳县小学五（1）班 许梦涵 辅导老师：张卉芝

时光荏苒，四季轮回，但因为美丽的她，我一年四季
温暖如春。

她有一头乌黑的短发，一对弯弯的眉毛，还戴着一副
眼镜。她最与众不同的就是她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

语文课上，她用那美妙动听的声音，生动幽默的语
言，眉飞色舞的神情，一会儿就把大家带到课文所描绘的
优美世界，一会儿又引起我们深深的思考，一会儿又把全
班同学逗得哈哈大笑……如果有同学开小差，她就会用
她那双会说话的眼睛盯着他，那个同学立刻就不走神了。

下面，她开始抽人背书了，啊！叫到了我的名字，虽然
我已经背熟了，但还是很紧张，心里就像在打鼓一样，“咚
咚咚”跳个不停。只见她走到我的身旁，用充满鼓励的眼
神看着我，并且温和地说：“不要怕，你能行！”顿时，我浑
身充满了力量，流畅地背完了课文。

有一次，学校派她外出学习，明天就要走了，她就跟
数学老师调了课，要给我们把课讲完，我们听说她要外
出，心里真有点舍不得，多么希望她一天也不要离开我
们。

她是谁？———她就是我的语文老师张老师！我心中
最美的人！ 指导老师院许小舟

我心中最美的人
射阳县小学三渊9冤班 徐琳涵

童年，是人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童年之所以是美
好，是因为有无数精彩的事使它变得绚丽多彩，而当童年
即将结束步入青少年时，我却有了一个深深的烦恼。

本人今年 13岁，乃一班之长也，可我这个班长却常
常被高个子同学调侃，唉！还不是因为我的身高缺陷嘛！

我在世间 13年，一天吃 3碗饭，2瓶牛奶，一年 365天，
我一共吃了 13140碗饭，8700瓶牛奶，可却只长了 147
厘米，平日里，还得穿增高鞋垫来填补“缺陷”，实在是“命
运悲惨”。

我们家一家人个子都高，妈妈 167厘米，爸爸 181厘
米，姐姐 170厘米，哥哥 179厘米，甚至连我家的狗算上
尾巴都比我高，我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
我是校主持人，常常与一名三年级的女生一起主持节目，
因此，我时常被同学调侃为：”耿跃诚混入低年级———毫

无违和感。”的确，我这身高还真像个低年级的，每次整
队时，走到后半队管理同学时，总是感觉被他们挤在中
间，喘不过气来。虽然每一次他们调侃我，我也只是“笑
哭”，可有时也会反驳他们：“也许我是有点儿矮了，但是
根据爱因斯坦相对论而言，可能不是我太矮了，而是你们

太高了！”
虽然我是个“矮子”，但是我也是一个不寻常的“矮

子”。瞧，我的体育非常棒，短跑、长跑、足球、排球、篮球、
跳高、跳远样样精通，算是个体育达人了，当然，我有一项
体育项目非常差，那就是———拍高拍，一般我都不及格，
还不是身高嘛，我也想低调啊，可是实力不允许我低调
啊！

天灵灵！地灵灵！老天爷啊，快让我长高啊！不然，我
可就没救了啊！ 指导老师院许小舟

成长的烦恼
射阳县港城实验小学六渊4冤班 耿跃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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