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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世界去 青春梦想

□郑州外国语新枫杨学校高三（28）班 陈晞

小时候，外公最常对我说：
“人一定要出去看看，尤其是女
孩。”于是，小小的我便树立了
到世界去的目标。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
发现到世界去的梦想很遥远：
没有资金，也没有闲暇时间。
我只好漫游于书海。我捧起书
与作者对话，和毛姆探讨人生
无形的枷锁，向斯嘉丽学习女
性坚忍自强的力量，跟孙少平
走过生活的苦难；我捧起书游
历大好河山，去探访承载几代
人兴衰的白鹿原，去泛舟探访
江南苏子的故乡，去感受繁华
与暗流共存的法国社会。我以
文字为马，挥动想象的翅膀，在
心灵的静谧中感受文化与人性
的力量。双足无法到达的地
方，灵魂却可以自由地行走。
我渐渐领悟，一个人的眼界不
会受限于所生长的土地和文
化，而是取决于一个人的心。

反观那些有能力出国的成
年人，纵使足迹已经遍布世界
各地，大多数的心灵却依旧闭
塞，沉醉于商场消费、文物风景
拍摄、满足于口腹之欲的“行走
者”，眼睛看得见，心灵的窗户
却被遮住了。这绝非我所认同
的“到世界去”。

那么，到世界去究竟该到
哪里去？该如何去？

到世界去没有唯一的地
点。无论是你阔别已久的故

乡，还是远在大洋彼岸的国度，
那里都有“世界”等待你去探
索，去思考。

到世界去没有固定的方
式。无论是读万卷书用心遨
游，还是行万里路留下足迹，都
不能停止对知识的学习、对人
生的感悟、对自我的反思。

到世界去没有受限的群
体。无论是青年人、成年人，还
是老年人，身体和灵魂必有一
个在路上。开阔眼界、宽广胸
怀、丰富人生、包容万物是人一
生的修行，也是人这一生必须
通过到世界去获得的。

我不再像儿时那般迷茫，
我清楚地知道想要双脚走向国
际还需付出努力。今之少时要
把握时光、努力读书，让心灵先
行；待吾之壮年再让所学得以
体现，同时增长见识，做到知行
合一。我希望青年在到世界去
实现梦想的同时，也要让世界
看到历久弥新、生生不息的中
华文化。所以到世界去不仅是
个人的使命，更是中国和华夏
民族的使命。中国走向世界将
带动她的人民走得更远，而只
有每个公民都为走向世界而努
力，中国才能成为更具包容性、
更受国际认可的大国。

点评：写出对“到世界去”
的认识的变化过程，观点新颖，
充满正能量。

旅途中的美 感受美好

□郑州外国语新枫杨学校高三（29）班 代子涵

美学大师朱光潜说：“慢慢
走，欣赏啊。”世间风景百态，各
成气候，唯待旅行去观赏玩味。

旅途中的美，在于欣赏别
样的风光。醉心于城市，因为
它有高楼大厦，车马奔流；倾心
于乡野，因为它有小桥流水，阡
陌小巷；钟情于历史名城，因为
它有碧瓦飞甍，古刹钟鸣。一
地皆有一地的美，令人神往。

若你醉心于城市的五光十
色，却来到了偏远乡野，请不要
遗憾，暂时放下对城市的执着，
静心去体悟乡间的一草一木，
一砖一瓦。慢慢地，你就会发
现它不同于城市的风光：蓝天
白云，青树翠蔓……美是用心
去探寻的。很喜欢《怦然心动》
中的一句台词：“斯人若彩虹，
遇上方知有”。万物独特的美，
唯有遇见，才可倾心。

旅途的美，在于体味其别
样的文化。苏格拉底在广场上
激情地演说，演说的是人性之

本；伏尔泰信札上遍染的杂乱
墨迹，饱含的是启蒙之光；康德
的瞳仁中闪烁着繁星，那是人
心中的道德……当你欣赏过奇
绝之境，玩味过别样之景后，旅
行便超过了其本身，旅行的目
的便不在于游览景点，而是品
味自然与文化，在一片林或一
卷羊皮纸之后，发现一片古朴
清幽的文化世界。就像一位哲
人所言：“旅行不仅仅是带上双
脚与眼睛，还要带上灵魂与梦
想。”正是对别样文化的向往才
成就了旅途中美的感受。

不同的地理位置，不同的
水土气候，不同的历史文化，不
同的民族风情，造就了不同地
方的景观。从亭台楼阁到一草
一木，无不倾吐着不同的往
事。西北的奔放，江南的阴柔，
这些皆是我们在旅途中所能领
略的。这份景观与文化的美，
会令我们感受另一维度的奇
绝，收获更为广阔的眼界。

游走一地，用心体味，请君
收拾行囊，去收获别样的感动。

点评：语言优美，用
词准确。

致敬经典

经典
永远流传
□安阳市正一中学高三（11）
班 王睿凝

《经典咏流传》是央视最
近推出的文化类节目，以古诗
词与现代音乐相结合的方式
将经典诗词重新展现在人们
面前，旋律入耳即入心，在享
受音乐的同时接受文化的熏
陶。

我国古代人民对于诗词
的造诣并不是偶然：传统经济
模式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重农抑商政策也使得人民在
满足物质需求后享受精神世
界；统治者的推崇使得儒家思
想占据文化的主导地位，鼓励
文人提高自身修养进入仕途
以报效国家。唐诗、宋词、元
曲等大量文学经典作品就体
现出古代人民的物质生活和
精神追求。

我国古诗词写作题材宽
泛，诗词源于生活又上升到精
神层面，短短诗句经过推敲朗
朗上口，或委婉含蓄，或大气
磅礴，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
理。在诗词的世界，我们可以
领略李白“举杯邀明月，对影
成三人”的浪漫和“天生我材
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
自信；感受杜甫“安得广厦千
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的大爱；可以体验苏轼“竹杖
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
任平生”的豪放，和辛弃疾“想
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
虎”的宽阔胸襟；可以体会李
清照“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
凄惨惨戚戚”的感伤失落。在
诗词里，人们可以表达忧国忧
民的思想、怀才不遇的悲愤，
对祖国风景的喜爱，对田园生
活的向往，对劳苦人民的同
情，对爱情的执着，对友人临
别的不舍和对亲人的思念。

诗词的繁荣和普及对于
我们是幸运的。在当今快节
奏的生活下，人们过于浮躁，
而诗词可以创造一方净土，带
我们穿越回千百年前，让我们
沉浸在诗情画意之中，领略古
人的思想和情怀。诗词也是
幸运的，我们在传承的同时让
其与时俱进，它不再只停留在
书本中，而是融入我们的生
活。近年来，《汉字听写大会》
《中国诗词大会》《中国成语大
会》等电视文化类节目深受观
众喜爱。习总书记也说要使
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国家
领导人也重视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传播并以身作则，在
对内讲话和对外出席活动时
善于向古人借智慧，恰当地引
经据典来阐述透彻的思想。

经典流传，欣赏经典，愿
你在生活中能守住自我而不
随波逐流，愿你在嘈杂中守住
一方安宁。

点评：熟读诗词，信手拈
来，意境优美。

思接千载

月夜思
□湖南省衡阳市八中（C445）班 邓云轩

入夜，月色如水。月光
静静地洒满大地，洒向每一
个人，每一座房屋，而此时，
一位少年正坐在月下静静地
思考。

李太白，被称为“诗仙”，
饱读诗书，满腹经纶。他起
初深得唐玄宗赏识，被召入
朝做官，于是就有了“天子呼
来不上船”的自信，但不久
后，他发现，他的理想与现实
格格不入。他在被驱逐出宫
后，写下了“天生我材必有
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放
诗句，尽显千古风流。他的
一生仕途不顺，但始终以乐
观积极的态度去面对人生。

我品到了——那是李白
笑对人生自信、豪迈的精神。

五柳先生，有大志，科举
入仕，一心报国。渐渐地，他
看清了官场中的尔虞我诈。
于是，他弃官归隐，过起了

“种豆南山下”的悠闲生活，
淡泊名利，与世无争，写下了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的名句。朝廷几次请他入仕
做官，都被他拒绝，以“衣沾
不足惜，但使愿无违”来表明
志向。

我悟到了——那是陶渊
明淡泊名利、洁身自好的生
活态度。

东坡居士，素有大才，名
闻天下，本怀有济世报国的
伟大情怀，然而，正当意气风
发之际，他却因乌台诗案被
贬岭南，居此无久，他写下了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
五更钟”的诗句。

我读到了——那是苏轼
笑对人生的生活态度。

其实，人的一生不可能
一帆风顺，多多少少会遇到
一些挫折和不顺。如果你能
像苏轼、李白、陶渊明一样，
顺境中坦然，逆境中淡然，从
容接受这一切，让精神的力
量在乐观中闪光，就一定能
将不如意或不幸化作一缕青
烟，随风飘散。

月色如水，大地已起了
凉意，而月光仍静静洒在地
上，照亮了一切。夜未央，我
转身回到屋内，只留下身后
一抹月光。

点评：通过几位诗人的经
历引出观点，语言简洁，观点
明确。

观影感悟

观《红海行动》有感
□郑州市金水区四月天小学三（2）班 刘芸豪

电影《红海行动》热映，
我和爸爸妈妈很早就买好了
票，走进影厅观看。

这部影片讲述了“蛟龙”
特战队在异国他乡解救被极
端分子绑架的华侨的故事。
影片一开始，“蛟龙”特战队
就接到了一个艰巨的任务
——营救一艘被海盗劫持的
中国远洋货轮。他们的任务
是在远洋货轮驶出我国海境
线之前抓捕海盗并营救人
质。在营救过程中，狙击手
罗星不顾个人安危坚持追击
海盗，虽然最后被子弹击中
受了重伤，但他说“海盗杀了
我们中国人，不能让他逃
掉”，让我十分感动。

随后，某个国家发生了
军事叛乱，中国军舰的任务
就是帮忙运送困在那里的华
侨和工作人员回国。“蛟龙”
特战队接到了任务——营救

被极端分子绑架的中国人
质。我们的军舰在规定时间
内就要撤离，然而，特战队队
员不知道在规定时间内能不
能顺利营救人质并赶回军
舰，那他们为什么还要去
呢？因为他们要告诉所有
人：“不要伤害任何一个中国
人！”最后牺牲了两名特战队
战士，但是成功救回了人质，
他们用鲜血和生命维护了我
们祖国的尊严。

我看了电影后，心情久
久不能平静。我们应该学习
中国军人的责任感，把祖国
深深放在心里，维护祖国的
尊严。我们要为自己拥有和
平的祖国而自豪，也要时刻
准备报效祖国。

指导老师 郭婷

点评：语言流畅，叙述完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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