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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是生命中必不可
少的一部分。无论是在生
活和学习中，正确的选择会
使我们事半功倍，甚至可以
说，选择决定了一个人的命
运和未来。

社会中有着众多职业
供人选择。假如，你选择了
医生，那么你就成了救死扶
伤的天使；假如你选择了教
师，那么你就要承担起教书
育人的历史重任；你也可以
选择做辛勤劳动的清洁工、
建筑工地上的工人、盼着有
个好收成的农民。所以，我
认为选择决定人生。

生命中有些东西是不
可以选择的，比如天生的资
质。曾国藩儿时，父亲让他
背诵文章，之后他便大声朗
读。一个小偷来到了曾国
藩家中，趴在房梁上准备等
其入睡之后再去偷盗，可是
一直等到天亮曾国藩还没
有背会那篇文章，小偷都已

经听会了，就觉得十分纳
闷，这个小孩怎么这么笨
呢？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
以知道，大名鼎鼎的曾国藩
竟然天资很差，那么他又凭
什么功成名就呢？是勤
奋！他正是选择了勤奋，选
择了刻苦，选择了迎难而
上，才取得了不一般的成
就！所以，选择决定着一个
人的命运！

人生路漫漫，但是我们
所做出的每一个选择都会
影响我们的人生。每个人
的人生都应该是有意义的，
就像诸葛孔明鞠躬尽瘁，岳
武穆精忠报国，文天祥正气
回荡，冯子材老当益壮，关
天培以身殉国，杨靖宇浴血
抗战！我希望像他们一样，
选择正确的道路，成就有意
义的人生！

点评：语言流畅，观点
明确。

故乡，延绵了千年的文
化情结，在城市化进程中爆
发。故乡，童年的小桥流
水、青草池塘，正被一栋栋
高楼所代替，回家的路，又
在何方？

家，不仅记录成长的过
往，还是一个人梦想开始的
地方。从“人言落日是天
涯，望极天涯不见家”到“夕
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漂
泊的游子也在寻找着一条
回家的路。家的意象总是
温暖的，因为家是包容的，
家的强大足以支撑起所有
的失败。每当考砸的时候，
我先想到的也是家，想起妈
妈做的饭，爸爸的安慰，然
后背起行囊继续出发。故
乡，对于漂泊在外的人们，
或许就是一年一次春运拥
挤的喜悦，每当想放弃时的
鼓励，是内心深处最温暖的
记忆，精神的家园。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民
生活水平提高，对传统文化
的回归，对精神家园的寻
找，也成了当下社会的一个
热点。回家之路，之于国
家，便成了传统文化的回
归。从电视节目《国家宝
藏》到李宁悟道系列，再到
高考增加必背文言文篇目，
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人们

的重视，文化的力量，在发
展中彰显着蓬勃的生命力，
在古老的钟鼓乐声中，在磅
礴的黄河水中，中华儿女寻
找文化的家、民族的根。民
族的认同感便油然而生，国
家也因文化而凝聚。

在一个充满机遇与挑
战的世界中，中国没有关上
开放的大门，而是顺应和平
与发展的时代潮流，积极推
动周边国家合作发展。这
是社会主义同中国传统文
化共同建立起的自信。“天
有道，丘不与易”的担当，使
中国主动承担起帮助发展
中国家的国际责任；“大道
之行，天下为公”始终高举
社会主义大旗，坚持共同富
裕。文化自信，为理论自
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提
供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中国历史悠久，从未断
绝，可见民族文化底蕴之深
厚，力量之雄健。虽然在发
展的前期，我们忽略了文
化，但可喜的是我们再次意
识到文化的重要性，并重新
开始寻找文化的家园。纵
国家之路漫漫而修远，吾辈
自当上下而求索。

点评：从小家到大家，
逻辑清晰。

因为观影无数，我对看
过的大部分电影早已印象
模糊，但是有一部电影却给
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那就是《1942》。

影片充斥触目惊心的
画面：中原大地哀鸿遍野，
饿殍满地；日本帝国主义狂
轰滥炸，野蛮侵略；贪官污
吏横征暴敛……偶尔也有
人性的光芒令人潸然泪下：
老东家在瞎鹿欲卖掉自己
的孩子以挽救母亲的性命
时，毅然从自家所剩不多的
粮袋里舀出了一碗小米；爱
猫如命的少女在逃难途中
宁可自己挨饿也坚持喂猫；
村妇花枝为了不让自己的
孩子饿死，把自己作价4升
白面卖给别人当老婆……

电影的镜头冷峻、阴
沉、凝练，场景苍茫、凄凉、
绝望，逃难大军中各色人等
均表情凝重沉郁，眼神里透
着无助、麻木、悲愤。观影
的人群鸦雀无声，很多人流
出了泪水。

看完《1942》，我不禁陷
入沉思，那个年头，日本侵
略，加上旱灾和蝗灾，使得

穷苦百姓的生活雪上加
霜。那个年代的大多数人
都是在苦熬时日，哪里有尊
严与幸福可言？

出影院，眼前霓虹灯闪
烁，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马
路上行人如织……再回想
观影所见，真是恍如隔世！
我不禁由衷地赞叹起今天
的好生活，感谢祖国的强
大，使我们生活在幸福年
代！我想，那些生活在1942
年的人绝对想不到现在的
中国是多么强大：国际影响
遍及全球，科技飞速发展，
国防现代化的建设日新月
异，人民生活得富足、安康、
有尊严、有梦想！全国各族
人民万众一心，撸起袖子加
油干，正在中华民族复兴之
路上奋勇前行！

电影《1942》告诫我们
每一个人：要珍惜现在的美
好生活，要珍惜身边的亲
人，也要以实际行动参与到
伟大祖国的建设中去，为更
加美好的明天而奋斗！

点评：从电影到现实，
作者深入思考，奋发向上。

2005 年 8月 16日 星
期二 晴

我叫水，出生在小镇中
一条清澈见底的溪流里。
此后，我将和家人们踏上通
往大海的征程。我万分留
恋这个小镇——我爱这里
蓝宝石般的天空、振翅飞翔
的小鸟、香甜清新的花香、
随风摇曳的青草。

2008年 9月 27日 星
期六 阴

偶然间，我发觉天空不
如小时候那般湛蓝明丽了，
身边的空气变得污浊，河水
有些发臭了，水中的淤泥越
来越多以至于河水越来越
浅。

我结伴而行的好友虾、
鱼也被河水污染一一死去。

2010年10月25日 星
期一 阴

旅途中，我的亲人在前
往大海的途中悉数被日益
浑浊的河水污染致死。我
肝肠寸断，含泪找到唯一存
活的海草姐姐，问她原因。

海草姐姐痛苦地说：“这是
人类排放的工业废水。人
类只顾自己的安危，却不知
这已使我们遍体鳞伤。”我
真想向人类怒吼：“你们为
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
眼泪顺着我的脸颊一滴滴
掉落，我感到无助，我知道
我会像哥哥姐姐一样，在折
磨中走向死亡。

2012年12月12日 星
期三 雨

我已奄奄一息，因为我
身上已经没有一处不被污
染。在弥留之际，一生中环
境的变化如电影般在脑海
中回放——从重峦叠嶂到
山岳潜形，从繁星满空到日
星隐曜，从虎啸猿啼到万籁
俱寂……我只想给人类一
句忠告：“如果你们继续污
染环境，地球上的最后一滴
水将是人类的眼泪。”

点评：以日记的形式写
水的一生，写环境的变化，
形式新颖。

暑假，我去四川雅安旅
游，度过了几天开心又难忘
的日子。

雅安位于四川西南部，
四面环山，空气清新，是一
座风景优美、民风淳朴的小
城。

雅安有“三雅”。第一
雅是“雅雨”。雅安又被称
为“雨城”，一年中有200多
天下雨。在我来雅安的几
天，伞不离手。虽然雨下个
不停，但并不令人生厌，因
为一阵雨后，雅安城边的高
山上便会升腾起薄薄的云
雾，云雾时而遮盖半座山，
时而环绕在半山腰，微风吹
来，白云飘来飘去，云雾缭
绕，如同仙境一般！

第二“雅”是“雅鱼”。
“雅鱼”生长在青衣江里，是
雅安特产的名贵冷水鱼。
满满一锅雅鱼端上桌，香味
扑鼻，馋得我口水直流，迫
不及待夹一块鱼肉，轻咬一
口，哇，非常鲜美，嫩滑的鱼
肉仿佛瞬间就在口中融化
了！鱼汤是浓浓的奶白色，
香味扑鼻，味道浓郁。我吃
得都停不下筷子，那美味至
今我想起来还流口水！

第三“雅”就是“雅女”
了。因为雅安空气湿润，加
上四面环山，没有大风，所
以雅安自古出美女，这里的
女孩子皮肤都很细腻光
滑。在雅安的街头，我看到
很多美丽的姐姐，真是一方
水土养一方人呀！

在雅安，我还感受到了
当地人的淳朴与热情。有
一天晚上，我们回酒店时迷
路了，就向坐在路边乘凉的
人们问路，大家热情地站起
来给我们指路，甚至有人热
心地带我们走到通往酒店
的路口。他们的这份真诚
和热情，让我始终不能忘
怀！

雅安还是大熊猫的故
乡，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
心就坐落在雅安。一早我
们就来到大熊猫基地观看
这些国宝。我兴奋极了，目
不转睛地盯着它们：它们长
得真可爱呀，黑白相间的身
体圆滚滚的，经常把自己团
成一团在地上打滚，像一个
个黑白相间的糯米团子在
地上滚来滚去。尤其是它
们专心致志、旁若无人、津
津有味地吃竹子的憨态，萌
极了，逗得游人哈哈大笑，
争相和这些“小可爱”合影。

雅安之旅，不虚此行！
指导老师 李蔚

点评：描写全面，观察
细致。

雅安印象
□河南农业大学附属小学
四（2）班 孙涓菲

小城韵味

回家之路
□郑州外国语学校高三（10）班 田家琳

一滴水的一生
□郑州实验外国语中学九（5）班 杨岚清

《1942》观后感
□郑州四中高二（4）班 周浩宇

选择决定人生
□河南省实验文博学校高一（2）班 王岩钢

观影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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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