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本书就是一场人
生，一场特别的人生。 而
一本好书， 往往是一场
可以洗净灵魂的的人生
大戏。

我喜欢看小说，常被
书中各类人物的不同人
生所吸引。 在看小说时，
我总有一种与小说里的
人物产生共鸣的感觉。 他
的快乐、他的忧伤、他的
努力和坚持、他的倔强和
不放弃……我是多么想
在他面对困难时去安慰
他、为他打气，也多么希
望可以看到他胜利时的
笑容， 与他击掌欢呼，又
多么希望在他独自面对
巨大的麻烦时，我能为他
分担一点点负担，书中的
他就像另一个我的存在，
哪怕他只是一个活在书
里的“自己”。

我看过老舍写的《骆
驼祥子》，那本书里，我尝
到一种咸味，一种掺杂着
无数坚持、 无数努力，但
最后绝望又一次绝望、悲
伤 又 一 次 悲 伤 的 咸
味———那是为无数旧文
化牺牲的、善良淳朴的人
性之泪。

书里的主角祥子虽
然最后自暴自弃，成为行
尸走肉，但抛开他悲惨的
结局，他为自己的梦想负
责、 为梦想呕尽心血的这一精神， 就足够让那些在
追求梦想上只是受了微不足道的“伤” 就心如死灰
的懦夫面红耳赤———读这本书前的我也是“懦夫”里
的一员。

我曾经是一个固执、经受不了挫折的人，特别
当某一件事自己筹划了好久、计划了好久、而且已
经在做了、快完成了，甚至自己认为会做得很好、会
很成功时，如果这个时候突受打击，对我而言，好比
一场晴天霹雳。

记得有一次，我将与画室里的同学一同参加一场
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绘画比赛，经过几天努力，我的
作品已经“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等着再完善细节
后便可完工。看着他一点点在自己的画笔下宛如一个
茁壮成长的孩子， 我感觉有一种难以描述的幸福感。
但这幸福感立马在老师的下一句话中支离破碎：“下
午继续来一趟，加班把作品完成，因为明天可能就要
交稿了。”这句语气很轻的话如同一颗巨大的炸弹，把
我所有对未来的美好憧憬炸得千疮百孔。因为我下午
还有其他必须要做的事情， 无法去学校继续完成画
作。 当时我的脑子里空空如也，只是拳头无形间握紧
了，好不甘心。连回了家，自己也没从“失败”的阴影中
走了出来，一个人抑郁不乐，甚至有放弃绘画的念头。
有几次想放声大哭一场， 又死咬下唇不让自己哭泣，
只感觉自己是个倒霉蛋。你也许永远不会理解我当时
的心情，对一个极其在意绘画上名誉的我当时是非常
珍惜每一次机会，每一次成功的机会。

现在想想自己和祥子比起， 我似乎是上帝的宠
儿，至少，我失去的、经历的，恐怕还不及祥子人生中
所遭遇挫折的沧海一粟，我有什么好抱怨？ 而我当时
居然为了一次未来可能还会有很多机会的比赛就想
放弃理想！我究竟将理想当成了什么？我认真地反问
自己。

我不在祥子那个混乱污浊的时代出生， 和祥子
的理想也不同，但我们一样热爱自己的梦想，为梦想
拼命，同时也为梦想受伤、受挫折，他就像另一个时
空的自己。我又为何不能像他一样坚持？他可以承受
那么多的挫折，我又为何不能？

想到这，我深深地感觉自己的灵魂被洗礼……
我的确也没在那么“出格”过了，即使面对更大

的麻烦，也绝不气馁，因为我的灵魂已经被祥子的精
神“烙”上了坚持不懈的“印记”……

其实，人生也就是一本书、一场戏，主角是你，作
者是你的一切选择和决定，读者便是你的后代，而引
导你解局大胜利的不过就是你看过的书里的“前辈”
们用他们的人生给你的提醒和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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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发展 历史的传承

人总在伤害中学着更坚强， 在离
别中学着更独立。 人都在向前发展，或
快或慢。 人如此，世界亦如此，而历史、
经济更是如此。 经济之路也已筑造了
数千年。

在国际上，古有张骞出使西域，开
创丝绸之路； 今亦有“一带一路”，海
上、陆地丝绸之路齐发展。 这何不为历
史的传承？“一带一路”有利于国与国
之间相互促进，在经济形式上、战略上
良性交流，提高经济水平，在合作与竞
争中共同发展， 世界经济水平便随之
提高，何乐而不为呢？ 这也是经济之路
上一段坚实的基柱。 同时，它从马队到
车队，再到如今的飞机，难道不是一种
发展吗？

在国内， 经济之路的发展也毫不
逊色。 从最开始的物物交换，到由金子
作为一般等价物，再到铜币的出现，经
过漫长的历史， 经济的发展依旧清晰

可见的。 从宋代出现“交子”后又已换
了多少代纸币， 如今又以新形式继续
发展———移动支付。 移动支付现已走
进了人们的生活，它们发展何其神速。
它免去了货币交换时的麻烦， 又减小
了金钱丢失的可能性， 同时又方便了
远程交易。 经济发展从古至今的共同
表现，便是把交易变得越来越简便化，
物物交换到钱币是如此， 钱币到移动
支付也是如此。 我们在继承中发展，在
发展中继承，不懈怠于经济的发展，也
不失为历史的传承。

而如今共享经济也成为了一大社
会焦点。 其本质就是整合线下的闲散
物品或服务者， 让他们以较低的价格
提供产品或服务。 对于供给方来说，通
过在特定时间内转让物品的使用权或
提供服务，来获得一定的金钱回报；对
需求方而言， 不直接拥有物品的所有
权，而是通过租、借等共享的方式使用

物品。共享单车、共享汽车相继出现，同
样是铺设经济之路的一大壮举。人们常
常会烦恼是否要买自行车，只因担心它
会被偷， 骑出去后又不知该如何停放，
共享单车的出现便消除了这这样的烦
恼，这不又解决了一个难题？

那么，经济之路为何不能迅速由原
始发展至今呢？ 一是当时的技术达不
到，二是发展是要脚踏实地的。 我们在
一步一个脚印的实践中， 既发展了经
济，又能领略历史的气息，所以有人说
过程往往比结果更重要，经济之路也要
我们自己走。

张嘉佳曾说过：“一个人的记忆就
是一座城市， 时间腐蚀着一切建筑，把
高楼和道路一切沙化。 如果你不往前
走，就会被沙子掩埋。”所以，路的延伸，
万物的发展是必然趋势，经济之路只是
千万条路中的一条。

经济要发展，历史要传承。

长沙市麓山国际实验学校 G1509班 杨鸿妍

总有一天， 她会止步终点，而
我不能停， 只能泪流满面地渐行
渐远……

———题记
小时候，奶奶的脚步稳健，而我的

脚步颤巍。
记忆中和奶奶一起度过的童稚时

期，总是那样的欢乐。奶奶在鸟语花香
时握住我的小手， 牵着才学会走路的
我欣赏空中飘飞的纸鸢； 在绿树成荫
里找来几根野草为我折小狗尾巴；在
秋高气爽时伴我在田间问候那些点头
示好的金黄麦穗； 在大雪纷飞中与我
一同剪窗花。

那时总是奶奶健步如飞， 刚学步
的我走得东倒西歪。

再大些，奶奶的脚步微颤，而我的
脚步愈稳。

与奶奶一起外出效游， 忆起往日
和她一起追赶的幸福情景，向她提出，
她笑着答应。 我在前面快速奔跑着，迈
着小小的步伐，生怕奶奶追上了我。 待
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之时， 方才肯回头
一眼， 停下脚步， 可奶奶始终不见踪
影。 在原地等待顷刻，才隐约望见远处
一个黑发中夹着银丝的老人迈着微微
发颤的步伐奋力朝这个方向冲来。 那
时，奶奶开始变得跑两步就气喘吁吁，
脚步跟不上精力充沛的我。

后来，奶奶无法迈开踏实的脚步，
拄上了拐杖，而我的脚步，已快到失去
耐心等待了。

每每放学回到家， 奶奶总是最先
冲到门口，扯着大嗓门向我喊着，问这
问那，我渐渐觉得不耐烦，有好几次实
在耐不住性子，便回了嘴。

直到那天……
早晨喝豆桨时， 奶奶说：“最近真

是越来越和自己过不去了， 早上把豆
浆机放桌上，才进了一趟屋出来，硬是
找不着了！ 蹲着找了半小时，一抬头它
就在桌上呢……” 奶奶语速很快，可
不知怎的， 我脑中全是她颤颤巍巍的
身影。

这才知道奶奶的确老了， 对之前
回嘴分外愧疚。

多想拉着您的手， 搀扶着您的脚
步，再陪您一程，又一程。

奶奶的脚步
长沙市雅礼中学 1619班 罗晗之

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高中生正处在自己的思想和性
格基本定型阶段，正能量的学习对我
们形成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具有极大
帮助。

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 饱受外国
侵略和欺辱，中国人民受苦受难。 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不屈不挠
地浴血奋战，取得中国革命的伟大胜
利。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
国人民从此扬眉吐气， 真正站起来
了。 随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了
新征程。

2012 年 11 月 29 日，习近平总书
记把“中国梦”定义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
伟大梦想”，并且表示这个梦“一定能
实现”。“中国梦”的核心目标也可以
概括为“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即：到
20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和
20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0 周
年时，逐步并最终顺利实现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 具体表现是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途径是走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弘扬民族精
神、凝聚中国力量，实施手段是政治、

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
建设。

“中国梦”关乎着中国未来的发展
方向， 凝聚了中国人民对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憧憬和期待； 它是整个中华
民族不断追求的梦想， 是亿万人民世
代相传的夙愿， 每个中国人都是中国
梦的参与者、创造者。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梦归根
到底是人民的梦， 必须紧紧依靠人民
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那么，
在举国上下共圆“中国梦”的浓厚氛围
中，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里，我们学生
就更应该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趋势，
积极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不断提
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增强创新能力。

党中央提出新的社会主义建设目
标，要实现中国梦，发挥一个世界大国
应具有的作用。 我们青少年正赶上了
这个好时代，我们的将来，正是祖国需
要我们这一代发挥作用的时代。 要发
挥出自己最大的能量， 为中国的强盛
做出应有的贡献， 必须具备应有的政
治素质、文化素质和技术素质。

一个人本事再大，如果没有爱国、
为国、为民的思想，只求个人私利和家

庭私利， 他能够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吗？能
够为国家尽职尽心尽力吗？不能，肯定
不能！

我们的先辈在革命战争和祖国建
设中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他们的事迹
可歌可泣，他们的形象光芒万丈，他们
的精神万古流芳。他们是我们的楷模，
是我们的精神加油站，是我们的航标，
我们要做他们那样的人。

通过政治学习， 我懂得了正确思
想价值观的形成， 不是一朝一夕就可
以完成的，要在正确思想导引下，不断
提高思想认识， 不断修正自己的思想
偏差，不断纠正自己的不良习俗，树立
正确的道德观念，严格要求自己，丝毫
不能放纵自己。俗话说，变坏容易变好
难，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自己在错综
复杂的社会大环境中成长， 要时时抵
御不良社会风气的侵蚀， 坚定为国为
民的思想信念， 将来成为祖国现代化
建设的合格人才。

祖国在召唤， 人民在召唤， 时代
在召唤，我要顺应形势，努力做新时
代浪潮的弄潮儿，为中国梦贡献自己
的力量。

长沙市麓山滨江实验中学高二年级 1501班 崔湘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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