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驿站心灵

梁启超先生曾在文章中将科学比
为冷冰冰的“赛因士先生”，这看似不近
人情的调侃却反映了当下很多人对科
学“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望而却步，
而科技创新与实践更是被大多数人视
为与己无缘的皇冠明珠。 但人们往往忘
记了，科学本就来源于生活，渗透于生
活。 那是大自然最美的语言在生活中的
惊鸿一瞥， 但它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近到你今早吃下的豆浆、油条，远到天
穹中深邃而遥远的星球，无一不涉及生
活的每一处。 理科生自不必多言，在题
海中浸润的双手仍可勾勒出心形线的
惊艳；而对于文科生来说，其实望而生
畏的相对论，才最浪漫伤感，岂不与你
小红笺上的“百岁光阴一梦蝶”一样扣
人心弦？

那么，创新与实践是否也是如此？ 难
道它只是高不可攀的精尖技术、 灵敏精
巧的机器人、抑或新颖独特的创新设计？
去年， 我有幸参与了全国青少年科学素
质大会的选拔并进入决赛。 在参赛过程
中，与来自全国各地的选手们切磋交流，
他们中有机器人竞赛的高手， 有研究石
墨烯结构的种子选手……虽然研究项目
听起来有点遥不可及， 但他们的创意都
往往来源于生活中的小小现象。 每个人
对于创新都有执着的兴趣与开阔的想象
力，秉怀着对科学与创新的向往，这种创
新的精神令我震撼，也更让我反思：是否
我们局限了对于创新的认识， 囿于对科
学的畏惧而忽视了创新的动力？ 这种管
中窥豹的想法局限了我们去发现科技创
新的美， 它不仅是比赛或发明， 更重要
的，它是一种态度，一种精神，是我们心
中从未熄灭的火种， 只等着你去将它引

燃。
如何将它引燃？ 首先，我们需要捡拾

足够的柴火，柴火是什么？ 就是细微的发
现，是对于事物的敏锐感知，它建立于生
活而常常改变生活。“登高而招，臂非加
长也，而见者远；须风而呼，声非加疾也，
而闻者彰。 ”具备创新力的人需要“善假
于物”， 善于从生活中寻找细微的柴火。
柴火的来源有许多， 可以是浩如烟海的
科研论文、复杂精密的计算过程，但对于
我们来说， 生活———这片密林中的丰富
储藏，远超我们的想象。 那些看似平常却
大有玄机的生活现象， 它们静静地等待
着我们去发现，去思考，去激发我们对它
的探索。 铁轨旁火车的笛声，讲台上小磁
针的偶然偏转， 其后又引出了多少令人
惊叹的科学秘密？ 但你发现他们了吗？ 大
家仿佛都习惯了“不知晦朔，不知春秋”
的时日，感官似乎逐渐钝化，却总是抱着
一份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态度感叹着创新
精神离我们越来越远。 但如果你曾用发
现的眼光去看待身边的世界， 你会看到
郡园单车棚旁的桐花将至荼靡， 澄池边
的洒金碧桃与觉园的樱花大有“灼灼其
华”之势，那是用最自然的花语向你传递
春天的讯息。而你听到了吗？ 如果对这片
生活密林中隐藏的巨大财富采取漠视的
态度， 又何来发现的柴火支撑你创新力
的火焰？

但一根柴火即使可以点燃， 也远远
无法支撑那火焰的持续燃烧， 科学的发
展也非一蹴而就， 任何一次变革与飞跃
都是循序渐进的非连续过程。 你所见到
的只是那一瞬间的地崩山摧， 并未想过
在这之前有多少片雪花的无声积累；你
所知道的是笛卡尔的蜘蛛网与凯库勒的

“蛇咬尾”， 却未曾想过在那之前有多少
个昼夜的冥思苦想……没有持续而长久
的学习与积累， 又如何能使那些细小的
柴火越积越多，从量变真正实现质变？ 但
光空想也是不行的，没有尝试的勇气，没
有实践的能力， 创新永远只能是纸上慢
慢泛黄的草图，而不会成为广厦千万间。

勇气，是敢于探索的求知精神，是敢
于发表自己不同见解的声音。那是引燃篝
火的细小火绒，是它使你头脑里灵光一闪
的火花变为实态的火苗，也许那只是个小
小的触发点，但它需要的，是对于自身的
自信与对于创新孜孜不倦的追求！

有了足够的柴火与火绒，我们还需要
点燃火源的打火石。 打火石从何而来呢？
就从我们的生活与科学的实践中来。打火
石只有经过不断地击打， 才能迸出火花，
而我们只有不断地参与实践，才能激发那
电光火石的灵感！ 科技节的目的，正是如
打火石一般带给你实践的契机。小小的悬
臂梁，精巧的框架中凝结了多少呕心沥血
的构思？ 飞向天穹的小火箭，千奇百怪的
原理中又寄托了多少奇思妙想？丰富多彩
的科技讲座，带你遨游知识海洋，领略科
学的无穷魅力！ 小小的科技节，为你打开
的是一个灿烂无比的开端，或许，这正是
头脑中的火花成为熊熊火焰的开始，为你
打开一扇新世界的大门。

拾捡善于发现的柴火， 不断学习积
累，集聚勇于探索的火绒，在实践的打火
石中不断擦出思维的火花，让创新的火焰
越燃越旺，助力我们梦想的小火箭越飞越
高吧！

勇敢的少年们， 以此为启航的契机，
去开启属于你们的创新之旅吧！

刚刚过去的摸底考试， 结果不很理
想。本来以为早已身经百战的我已经百毒
不侵了，可是心还是在不由自主地痛。 这
种心痛，我没办法控制和调节，或许只有
时间才是最好的良药。

晚自习的时候， 我总是心神不宁，能
够感觉得到自己的不安和焦虑，却无能为
力，有一种特别无助的感觉。

教室里写字的刷刷声混杂着后排几
位同学窃窃私语的声音， 愈加让我烦躁。
胸口好像堵了一块巨石，压得我喘不过气
来，感觉教室的人太多了，有种晕船的感
觉，脑袋迷迷糊糊的，根本做不进任何题
目。此刻，我只想要赶快下课。眼巴巴地看
着墙上的钟滴答滴答， 可是就是不打铃。
我真觉得自己要窒息了，好像都感觉不到
氧气吸入。

“叮———” 我一听到铃声就箭一般冲
出了教室，在走廊上，大口地吸气、哈气，
持续了几分钟，我才觉得好受了一些。

看着黑透了的天空， 我有些发愣、出
神。突然想起德国天文学家康德曾说：“在
这个世界上，有两样东西能震撼人们的心
灵： 一件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标准；另
一件就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 ”道德
标准大家都明白，可是，头顶灿烂的星空

是怎么回事儿呢？ 我有些困惑，此刻望着
天空无边无际的黑暗，我却是一点儿也没
觉得震撼。 或许星空的灿烂是别人的，而
我什么也没有。

直到上课铃响了，我才重重吸了口气
走进教室。 可是回到座位上，我还是对摸
底考试失利难以释怀，只是呆呆地看着刚
发下来的试卷， 一个又一个刺目的红叉，
每一个都在警醒着我。

我也记不清后来做了些什么才结束
了漫长的晚自习， 只模糊记得我一个人
晃晃荡荡地走在回宿舍的路上， 感觉四
周弥漫着不知名的厚重气息， 伴着这种
低气压，我一回到寝室，就倒在床上睡着
了。 迷迷糊糊中，我好像做了一个梦，梦
见自己躺在高中部楼前松软的草坪上，
仰望着夕阳、晚霞，很舒适惬意，持续了
很久很久。 而且，梦中的我似乎知道自己
是在梦里，便有意不肯醒来，做了很长时
间的梦。

第二天一整天上课我都没精打采的，
就这样浑浑噩噩的到了傍晚。 我吃过晚
饭，走在去教室的路上，考试失利的情形
仍然在脑海里浮现，让我感到一种无形的
压力。 突然，我猛地一抬头，惊呆了！ 映入
眼帘的是整个一块深蓝色的天空，不掺一

丝杂质， 天边一轮红日正在慢慢下垂，纯
粹得像一幅画， 我的视线一直舍不得离
开，干脆在路边的台阶上坐下了。 看着天
空慢慢从一尘不染的深蓝变得有些浑浊
的紫蓝，而后渐渐染成了紫黑色，就好像
被巫婆施了魔法似的， 最后变成一片漆
黑，只有远处遗留下的一抹霞光在提醒着
我，这里的天空曾经绚烂过。

我好像突然明白了康德所说的灿烂
的星空是什么，虽然星空的结局是一片黑
暗，可是它的过程是灿烂的！这样看星空，
的确很震撼！我们常常执着于事情一定要
有一个好的结果，殊不知，漫长的过程才
更加需要好好度过。

每个人从一出生就在走向死亡，难道
知道结果大家就不活了或者随便对待
吗？ 并不是这样的，相反，我们要更加积
极地生活， 让自己的人生留下美好的印
记。 同样， 无论未来高考会有怎样的结
果，那都不是最重要的，要紧的是我此刻
该为梦想做一些努力 ，而这个奋斗的过
程以后将变成回忆， 成为我人生中一片
灿烂的星空。

为了让头顶的星空更加灿烂，我坚定
地走向教室，再次回到座位上，拿起画满
红叉的试卷，开始认真地琢磨……

最近看了一部名叫《风雨哈
佛路》的电影，感触颇多。

电影中的小女孩出生在美国
的贫民窟里，母亲是个瘾君子，父
亲是个精神病人， 小小年纪不得
不在寄养过程中辗转。 逃出收容
所后，更是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
腹的生活，命运对她实可谓残忍。
经历过母亲生命最后的凄凉，她
下定决心要改变， 要证明给自己
和世人看，人生其实可以改变。 于
是，她带着母亲临终的叮咛，带着
对改变以往 12 年苦难的决心，踏
上了求学之路。

居无定所，她就在教室、图书馆、地铁站、天台
……一切有光的地方拼命学习。 发现自己在知识
方面远落后于同学， 孤身生活的她就把能够找到
的每一个人都当作自己的老师，再多的困难，她从
未放弃，只因为她坚信通过努力，就能改变命运。
最终，她走进了世界顶尖学府哈佛大学，迈向了自
己创造的幸福未来，向世界证明了拼搏的力量。

影片中的小女孩让我想起了前不久新闻里报
道的甘肃考生魏祥， 身患重度残疾的他凭借 648
分的高分，如愿考上了清华大学，更令人欣喜的是
清华大学表示将全力为他提供帮助， 以免除其后
顾之忧。 但这一切顺风顺水的背后，仅仅是幸运女
神的青睐吗？恐怕不是。有一句话叫做“越努力，越
幸运”，这句话正是对魏祥最好的写照。 身患重度
残疾，父亲早逝的他，是不幸的，母亲擦干泪水后
前行的身影， 师生给予的温情帮助以及自己对未
来的渴望， 给予了他强大的意志， 撑起脆弱的身
躯，在求学之路上咬牙前行，奋力拼搏，终于如愿
抵达了理想的彼岸。 但拼搏不仅仅是苦难当前的
咬牙坚持，还有面对困境的坦然求助。 面对身体的
不便，魏祥坦然地写信向清华大学求助，信中自陈
一个儿子对母亲的愧意，一个青年对梦想的追寻，
希望清华能提供帮助。 清华大学亦以一封充满温
情与人文情怀的信件回复， 表示将全力为他提供
帮助。 魏祥与清华大学的信件中饱含的温情，感动
了多少人，又鼓励了多少人？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司马迁、童第周、冼星
海、海伦凯勒、林肯……纵观古今中外，多少历史
伟人都是在被命运无情的嘲弄后， 凭借着自身顽
强的毅力、 不屈的意志奋力拼搏， 最终战胜了自
己，战胜了命运！ 他们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上
帝是公平的，不论多么贫瘠的土壤，只要种下希望
的种子，用拼搏的汗水浇灌，就一定能开出璀璨的
生命之花。

所以，与其无谓的抱怨、哀叹，何不努力拼搏，
开创自己的美好未来？ 尽管不是所有的努力都能
成功，但所有的成功一定是努力拼搏的结果，一个
真正的勇者应该与拼搏为伴。 拼搏是人在身处逆
境、面临考验时不屈的向上精神，是人的一种高贵
品质。

人生实苦，但请你足够
相信拼搏的力量，命运假我
以苦难， 我自拼搏笑对之，
随着努力地不断积累，你会
发现一切都有着“刚刚好”
的顺遂。

头 顶 灿 烂 的 星 空
长沙市第一中学高三 7班 施旭

让创新之火熊熊燃烧
长沙市长郡中学 1502班 张艺璇

长廊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