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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传统美
□郑州市龙湖一中1902班 张语扬

二十四节气被纳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国人
欢庆声中，也出现了一些质疑的声

音。
质疑者们认为，二十四节气在现今已

经失去了其现实意义。诚然，二十四节气在
古代主要用于指导农事安排，而随着农业生产

及天气预测技术的不断发展，二十四节气在这一方
面的作用已被逐渐淡化。但我认为，在物质生活渐趋
丰富的如今，更应该受到重视的，是二十四节气于我们
当代国人的精神支持。

现代社会，人们大都奔波劳碌在城市的高楼大厦
与滚滚车尘间，而二十四节气所代表的传统农业社

会生活，则能引领我们重拾被现实生活掩蔽的
自然诗意。惊蛰、小满、白露、大雪……这些

源于自然意象的美丽节气是帮助我们暂
时脱出现实，看到生活的另一种可能

的阶梯，它们所代表的恬淡宁静的
生活正是现代人所向往的，仅

仅从节气中感受这样的生
活便能给人们带来莫大

的精神慰藉。古代的
质朴生活我们固

然无法追回，
但 我 们 仍

可 从 遗
留的

传统中寻找它的美好，
节气便是最好的桥梁。

有人说，二十四节气已经
被忽略多年，大众未必能再接受，
所以重新宣扬二十四节气并不现
实。可是面对遗忘，继续忽视不是会让
传统文化离我们更远吗？都德说过：“要从
根本上消灭一个民族，就要先消灭它的文化。”
如此足见传统文化对于民族发展的重大意义，而
今，二十四节气受到了国际组织的重视与保护，正给
了我国人民一个传承传统文化的大好机会。忘记的可
以再教育，不懂的可以重新学习，只要行动起来，以二
十四节气为引子唤醒国民的民族魂指日可待。

如今，二十四节气所代表的已不仅仅是农
事时令了，它是延续了千年的珍贵积淀。而
更多和它同等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
因为得不到重视而慢慢失去生命，它
们不似古刹名胜破坏了可以重建，
因而传统文化保护刻不容缓。
就让我们一起为二十四节
气，为更多其他传统文化
注入新的生命活力！

点评：观点
明确，有理有
据 ，逻 辑
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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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传统文化让传统文化
滋润心田

□河南省实验中学高一（5）班 田行健

前些年，圣诞节、万圣节、
复活节等洋节在中国大行其道。

近年来，中秋节、端午节、重阳节等传
统节日逐渐回暖。传统节日和洋节的对

抗中，我不禁思索，面对西方文化的入侵，中
国传统文化应当怎样坚持？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在引进西方先进科技

的同时，也在不断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如何坚持中
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吸收西方文化中的先进成分，弃其
糟粕，日益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在我看来，与其让洋

文化的浪潮冲击中国传统文化，不如立足中国传统
文化，吸收西方文化中先进成分加以利用，让文

化融合之风在中华大地上吹拂。
传统节日中饱含着底蕴丰厚的中华文

化，比如清明节，是在初春时节，人们到
先人的墓地祭拜，表明对祖先的追思

和文化的传承。端午节，是为了
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表

达着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
思想情怀和对真理的追

求。中秋节，是在收
获的季节，大家共

同分享丰收的
喜悦。这些

都和中华
文 明

紧

紧联系在一起。这些传统节日
的回暖，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之
福，更是国人文化精神的觉醒。这些
年，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重视度的增加，
和诸多饱含中华传统文化和精神的节目出
现，传统文化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中
国传统节日又逐渐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传统文
化地位的提升，使人们的精神世界逐渐丰盈。

圣诞节、万圣节等西方节日前些年在中国流行，体
现的是部分中国人对自己传统文化的不自信，是盲目
崇拜西方文化的结果。可笑的是，有部分人连复活
节是怎么来的都不知道，却还去追捧。

中国是发展了上千年、文化底蕴丰厚的
国家，我们在以包容开放的胸怀，迎接世界
先进文化的时候，更要对我们自己的文
化有自信。端午节就快要来了，让
我们互相道一声，端午安康！

指导老师 李海菊

点评：作者客观分
析了西方节日的利
弊，内容充实，观
点鲜明，论证
有力，结构
逻辑性
强。

人生的意义
□郑州市京广实验学校高二（4）班 王嘉斌

川端康成说：“生存本身
就是一种徒劳。”人生的意义被

放在强烈的虚无主义之下，尤其
当一个人面对人世的浮沉，因无能为

力而碌碌无为时，这种无意义感愈发明
显。仿佛命运就是一个预设的圈套，而你

无论如何行走，等待你的只有虚无一种结局。
既然每个人都免不了同一种结局，又何必要

纠结人生有无意义呢？或许“活着”本身就是一种意
义，在活着的过程中，正因为人生的无意义性，我们的人
生才充满了多样的意义。正如木心先生所说：“生命好
在无意义，才容得下各自赋予的意义。”

为了寻找人生的意义，我读到《无声告白》中“我
们终其一生就是要摆脱他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

自己”，也读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柯
察金“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每个人的活

法不同，决定了每个人的人生意义不同。
坦白来说，没有阅历的人可能没

有资格去谈论人生的意义，即使
是从书中看到的也只是对于现

实世界的一种虚构，远没有
直接的生活体验能够打

动人心，但反过来一
想，恰是一种对生

活 的 迷 茫 无
措，才会引

起 对 人
生 意

义的思考。
在生存的巨大压力

下，每个人都置身于社会的暗
流，在大多数平凡的人眼中，生
活可能就像是一条昏暗的小路，路
前面希望与绝望交织，可当你走过来
时，发现你的身后其实都像一场虚无缥缈
的梦，亦真亦幻，人生仿佛很空洞。叔本华曾
说过：“人生是一场无意义的悲剧。”可人生在我
看来本就是充满喜剧的悲剧，不执着于结局、享受
活的过程就是人生最好的意义。

意义感的追求或许本身也是没有意义的。人
生的意义太过于抽象化和不确定，但是只要你
选择了在生命的长河中倔强地活下去，也许
是某一天心血来潮去环球旅行，又或者是
努力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请你相信你
做的一切都有意义。

知道人生很艰辛，请你义无
反顾，人生的意义不会离你太
远。

点评：作者一步
步深入探讨人生
的意义，给人
以启迪。

胖老头来了
□郑州大学实验小学三（3）班 焦可心

胖老头儿，75岁，银发飘
逸，神态悠闲。因为胖，脸上的

皱纹不很明显。他整天笑眯眯的，
挺可爱。
胖老头过去是每年来一两次，现在是

每周一两次。我问他：“您来干什么？”他笑着
回答：“骗吃骗喝。”这还真有点像。他一来，爸

爸妈妈都格外勤快。妈妈总是笑嘻嘻地先送上一
盘水果，再端来一杯热茶。每顿饭都是花样翻新，我跟

着享受美餐，也就不想多问了。
这不，今天他又坐在我书桌对面，喝着茶，吃点水

果。他笑眯眯看着我，看我读书，看我写作，看我完
成各种作业，一副悠闲模样。

我累了，到客厅休息，他也转场到客厅的
沙发上，看着我玩儿。时不时地和我说说

话，谈天论地，没有主题。有一次，我
向他谈起跟爸爸学游泳的事。他

说：“讲得好，你把它写成文章
吧！”于是，我写了一篇《我的

游泳教练》，语文老师夸
我写得好。

胖老头儿有午
休的习惯，午饭

后就躺在床
上，我依

偎 在

他身旁，给他读神话故事。
每读一个故事，他都赞扬我读得
好。就这样，那30本创世神话，我
已经读完了第一遍。其中，《盘古开天》
《女娲补天》《神农尝百草》等许多故事都
刻在我心里，经常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面前。

有一天，我偷听爸爸妈妈的谈话。他们说：
“她姥爷真有品位，给可心买的书，孩子读后大开眼
界，写作也有很大进步。这次期中考试，她写的作文老师
给了满分。孩子阅读与写作的进步，是语文老师的功劳，是
她自己努力的结果，但也和姥爷这个辅导员有关。”

大家明白了吧，那个胖老头就是我姥爷。原
来，他不是“骗吃骗喝”，而是潜伏在我身边的辅
导员。但我仍认为他是“骗子”，“骗”我读
书，“骗”我写作，而且装得还挺像。但他
没想到，爸妈的谈话泄露了天机。不
过，我们还是不说吧，因为，胖老头
儿又来了。

指导老师 林琳

点评：作者用生
动的语言把一位慈
祥睿智的老人
形象呈现在
我 们 面
前。

登井冈山
□郑大一附中九（6）班 张珮雯

暑假，我和姥姥、妈妈一起走进江
西，登井冈山，访革命圣地，了解红军战士
的战斗生活，感受红军战士的革命精神。

井冈山被誉为红色摇篮。今日这里苍松翠
柏、风景如画。然而，在革命的岁月里，此地曾经烽
火连天、硝烟四起。我这次来井冈山，主要目的是缅
怀革命先烈，向红军战士们致敬。我心里明白，没有
他们的艰苦奋战，流血牺牲，就没有今天的美好生活。

井冈山的风景非常美，空中的云彩在青山、蓝天
的映衬下，雪白雪白的，像一朵朵棉花糖飘浮在面
前，美不胜收！我们来到了“笔架山”，景区内有杜鹃
长廊、七大山峰、五大奇观等景点，令人目不暇接。
我们乘十里索道、走十里栈道、观十大美景，如在画
中行走，如在云中飘荡。由于五神河水在不到两公
里的流程中，五次飞跃山岩，形成了五个梯状的瀑布
和深潭。我在“五龙潭瀑布群”旁，想起李白的诗句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心中无限喜悦。
第二天，我们来到“黄洋界”。我了解到，1928

年8月，敌军四个团的兵力攻击该地，红军兵力只有
一个营，以少胜多获得了胜利。当天，我们又去了

“大井朱毛旧居”。这是1927年10月24日，毛主席

来
到 井
冈 山 的
第 一 个 住
处，房前有“读
书石”。当年，条件
那么艰苦，毛主席还刻
苦学习，研究中国革命的
方向，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登井冈山，我坚定了志向：
传承革命精神，好好学习，做一个
优秀的接班人。

指导老师 王超旭

点评：语言流畅、简洁，详略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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