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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祖国的家书
长沙市长郡梅溪湖中学高二 9 班

胡惠茹

对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的特
别关注。
面对西方国家的“修昔底德陷阱”，您
做出回应：世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
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
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您从不好
战，曾经郑和下西洋，送去了丝绸、茶叶。
华夏民族的血液里，从不流淌侵略。 是您
教会了我们热爱和平，是您孕育了一代又
一代致力于世界和平的华夏子孙。 哪怕有
人声称您的孩子南海是他们的，您也只是
拿出了铁一般的证据， 以示其言论的无
理。 面对邻居的越界，您气愤，却也仍然对
其晓之以情，动之以理。
如今“支付宝、高铁、网购、共享单车”
已然成为您的名片。 随着您的复兴，当国
人走出国门时，不用担心自己在外遇到危
险怎么办，因为祖国的护照会将我们从世
界上任何地方带回。
您上下五千年的文化博大精深，成
语、 诗词、 歇后语无一不是您智慧的结
晶；书法、国画、戏曲都是您精神的食粮。
您源远流长的文化， 让我们在世界文化
之林中傲视群雄。 古往今来，您以您的切
身经历告诫后人莫要自大， 您以 960 万
平方千米的大好河山展现着中华之美，
那些历尽沧桑的名胜古迹诉说着您昔日

文海 拾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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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侍坐》中有这样的记载：“暮春
者，春服既成。
弟子五六人，浴乎沂，风乎
长
沙 舞雩，咏而归。 ”那舞雩风顷刻四散，而沐
市 风之平和却长存儒者心中。 读书亦然，不
第
一 求字句成诵，但求风乎舞雩，雁过留痕，融
中 于骨血。
学
况读书亦如饮食，昔日形貌早已消耗
高
二 殆尽，然其强人筋骨，终有大用。 读书之
班 用，即如春风化雨，于无声处拔高格局，拓
唐 展人生的广度与深度。
雅
反观当代，“读书无用论” 大肆盛行，
芸
对功利与效益的急迫成为人们将读书弃
若敝履的借口。 然读书不等于记诵，“虽存
志者，弗学，不知其然也”。 若囿于读书的
物化利益而废其旨，又何来“风乎舞雩”后“咏而归”的
长志远趣。
故曰，读过的每一本书，都会成为人生的一部分。
孤独之人，念及卡夫卡的山洞与烛光方能深味寂寞的
美丽；穷途之人，效仿东坡的“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
生”可获通达放旷的心境；有志之人，更因庄子弃楚王
千金而甘愿曳尾于涂中、梦蝶翩跹而更信仰。 凡此种
种，无一是苦于记诵，而是读至心灵。 阅读的意义便似
舞雩风，化作光明烛，洗涤和丰盈着一个又一个的生
命。
推而广之， 天才爱因斯坦在物理学方面震惊世
人，工作之余也醉心文学。 阅读的力量不经记诵便根
植其灵魂，使其愈发开阔睿智，这便是伟大灵魂于诗
意的皈依。
故读书无需对细枝末节纠结于心，却要对其灵魂
细细参透。 书中自有舞雩风，更应放情碧霄外。
我们如何读？
先哲有言：“人应当诗意的栖居。 ”对于读书，将其
视作穿堂风过目即忘，讲求新鲜刺激，未免太过浮躁；
将其看成金科玉律，字字反复困于只求记诵，又堪称
呆板。 阅读的意义，在于“栖居”二字——
—那定然是一
种极安适、极平和的状态。
不浮躁，有思考，心留痕，方可留住舞雩风。
书中自有舞雩风，然这惠风和畅却也并非人人可
得。 就如近期发生在某文学教授殴打清洁女工之事，
教授者，博学也，然其纵然遍观群书，人性的缺失却仍
令人唏嘘，便不算真正读懂过书。 读书的意义，不在于
记住或教学哪篇佳作， 而是书中的晓风能渗入灵魂，
朝夕相伴。
梁漱溟说：“至淡至和，乃生其养；尚成其养，无物
不长。 ”清淡平和，一颗沉潜的心，方可浴乎舞雩之风。
书中自有舞雩风，灵魂方获芝兰气。

从杨绛的 《我们仨》 中我知道了
《苦儿流浪记》， 在书中有一段圆圆读
长
《苦儿流浪记》泪流满面的描写，我便
沙
市
特意去图书馆找了它来看， 打开书本
第
后百感交集、五味杂陈。
一
中
《苦儿流浪记》主要讲述的是弃儿
学
雷米被抛弃后在外流浪， 以卖艺谋生
高
所发生的一系列故事。 情节很有张力，
三
耐人寻味。 虽然过程很艰难曲折，但是
班
雷米最后还是找到了他的亲生母亲，
施
认祖归宗，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旭
雷米 8 岁的时候，由于养父失业，
生活穷困潦倒， 他被迫卖给了一位流
浪艺人维泰利斯， 从此开始了卖艺生
涯。 在雷米离开养母的时候，他哭得很伤心，泪眼
模糊的望着那栋白色的老房子越来越远， 最后变
成一个小黑点就消失不见了。 让我不由得想起每
次离开家到学校也是相似的情景，我坐在汽车上，
望着家的那栋房子渐行渐远， 心里总是会莫名的
心酸、难过。
通常待在家里的时候，也并不觉得家有多好，
甚至有时候还会嫌弃家里没有学校好玩， 可是一
旦真的要离开，就会舍不得。 俗语说，“
金窝银窝不
如自己的狗窝。 ”道出了每个人对家的浓浓情感。
家，永远是我们累了困了歇息的地方，是替代不了
的。
可是雷米被抛弃了，没有家，只有一位老人和
一群动物组成的戏班子。 幸运的是， 戏班主人很
好，不仅教会了雷米卖艺求生的技巧，而且在空余
休息时间教他读书写字。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在一
个寒冷的雪夜里，维泰利斯冻死了，戏班其他成员
也都病的病死的死， 最后只剩下雷米和一只狗卡
比，从此相依为命。
雷米先后遭遇了多次生死别离， 但是最让人
遗憾的恐怕还是他的师傅维泰利斯， 最后只落得
个被冻死的结局，实在是令人惋惜。 雷米各方面的
能力与品质可以说是维泰利斯一手培养出来的。
假使不是维泰利斯买下雷米并悉心教导， 恐怕雷
米逃不掉被送去孤儿院的命运。 我们每个人在成
长的过程中，总会出现像维泰利斯这样的人，担当
着人生向导的角色，为我们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书中还有一段描写“王子的奶牛”令我印象深
刻， 雷米与马西亚一起拼命表演攒钱为养母买奶
牛。 这段为理想而奋斗的情节，让我意识到现在所
付出的一切时间和精力， 都是为了一个目标——
—
大学。 其实，这种单纯努力的感觉很好，很充实、很
快乐。
雷米最后找到亲人，并且继承伯爵，拥有用不
完的财富，还有所有他爱并且爱他的人，这是多少
人梦寐以求的生活。 有人说这是小说编出来的，毕
竟还有很多很多像雷米这样的弃儿、孤儿，同样遭
遇很多的痛苦与磨难， 可是他们不一定会有童话
式的幸福美好的结局，但我相信，经历艰难磨炼坚
强意志，总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转机。
合上书，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不管遇到怎样的
困难， 都要学会像雷米一样勇敢坚持下去， 相信
“这一秒不放弃，下一秒就有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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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爱的祖国：
您好！
我从未想过以这样的方式与您对话，
将您带给我的骄傲以笔墨书信的形式呈
现。 恰逢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之
际， 我谨以此信表达我对您的敬意与感
激。
于国内，您坚持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
无上的地位。 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
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
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
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身为您
的子民我无比骄傲。
国际上，您频频发声，为国际社会贡
献出“中国政策”“中国智慧”。 拿破仑曾
说，“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 当它醒来
时，世界都会为之一震。 ”而习近平总书记
也回应了此话，“中国这头沉睡的狮子已
经醒了，但这是一头和平的、可亲的、文明
的狮子。 ”您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
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准则，坚定
支持发展中国家正当诉求和合理利益。 对
周边国家提出“亲、诚、惠、容”，对非洲国
家提出“
真、实、亲、诚”的关系原则。“一带
一路”、亚投行等中国倡议，表现了向国际
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大国意识，也展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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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强盛， 那些高楼大厦无声地彰显着您
今日的崛起。
您已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的伟大飞跃，您给予了每个炎黄子孙那
份特殊的骄傲，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您迅
速崛起，您仍在发展。 对于“中等收入陷
阱”，您深化供给侧结构改革；对于发达国
家的“中国威胁论”，您坚持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对于外媒调侃的“
APEC 蓝”，您坚
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始终秉承着“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您自信地向世界宣告：我，中国，这头
沉睡已久的狮子，醒来了！
此生有幸做您的子民，愿您永远和平
富强！
您的子民：胡惠茹
2017 年 11 月 3 日

小荷 尖尖

难忘的照片，美好的记忆
长沙市高新区雷锋小学六年级 120 班
每当打开相册，那一张张照片
就会勾起我美好的回忆。它们就像
许多娇艳的花朵围成的大花园，一
路芬芳陪我长大。
在这些照片中，有一张照片不
那么引人注目，既没有风景如画的
背景， 也没有夸张搞笑的人物动
作，更没有特别的摆拍，但它是我
最美好的记忆。
定格在照片中的是，一个穿着
校服、系红领巾的男孩戴着“小蜜
蜂” 正在雷锋纪念馆中介绍着什
么，旁边围着一大群人，都笑容满
面地认真听着……
还记得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
日子，老师带着我和其他 3 名同学
到雷锋纪念馆当“小小讲解员”。那
是我第一次上岗，心里既兴奋又紧
张，手心都直冒汗。
一位讲解员叔叔告诉我，讲解
到哪就要走到哪。 如介绍“雷锋从

陈之璋

1957 年秋天开始写日记， 共有 9
本”时，就要引导游客一起走到放
日记的地方，然后继续介绍：“这是
雷锋日记的影印本。 从这些日记
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普通士兵丰富
的精神世界……”
虽然已训练过很多次了，我还
是认真又紧张地准备着，生怕一不
小心卡壳了。 待游客们都来到我身
边，我做了一个深呼吸，戴上“小蜜
蜂”，绘声绘色地开始讲解……
听着我的介绍，游客们露出了
满意的笑容，也对我这个“小讲解
员”的表现给出了满意的点赞。 这
次经历，让我又成长了一些，变得
更自信、更开朗、更大方了。 我心里
暗暗想到：以后我要参加更多有益
的活动，使自己变得越来越能干。
这些成长的足迹，我一定要好
好珍藏！
指导老师： 张湘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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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 驿站
心灵 驿站

读完老舍先生的名著《骆驼祥子》，一
股怜悯之心于我内心油然而生。 勤奋朴实
的祥子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那种为梦
想而奋斗的精神令我震撼、让我感动。
祥子长得不算出众， 家里条件不好，
没日没夜拉着马车在热闹的街市中穿梭，
只因心中有梦，一个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的梦——
—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马车。 他省
吃俭用，年复一年地拉着马车，好不容易
凑齐了 100 元，有了人生中第一辆自己的
马车，着实开心了好久。

我不禁由衷地感叹： 为什
么祥子能年复一年、 日复
一日地拉着车穿梭在大街
—读
—— 《骆驼祥子》有感
小巷呢？ 那是因为他在为
浏阳市第一中学艺术学校初一 1704 班 石佳贝
自己的梦想而努力， 他为
只不过老天跟他开了个小小 的 努力的自己感到满足、快乐、骄傲和自豪！
玩笑， 他的车被士兵们强行夺走，但 不管其他人如何贬低他，都无法动摇他那
是祥子没有灰心，更加坚定了买车的 个买车的梦。 相比之下，我们的梦想就没
信念。 之后，他又用虎妞的积蓄买了 有那么坚定了。 别人的一句话，甚至一个
辆车，却又不得不被迫卖掉给虎妞埋 动作就能让我们放弃，不试试怎么知道会
葬……一次次的打击之后的祥子， 不再 不会成功呢？“
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
是 当 年 那 个 有 使 不 完 的 劲 儿 的 热 血 青 夺志也。 ”我们一定要从现在开始，树立一
年，而那个买车梦，也随着岁月的迁移而 个目标，并矢志不渝。
泯灭，祥子成为一个没有灵魂、没有希望
小草因为永不放弃，才从星星点点的
的空壳子。
渺小汇成绿意大地； 瀑布因为永不放弃，
读罢此书，我陷入了沉思。 我想，作者 才从滔滔不绝的流水聚成汪洋大海；山丘
把书名叫《骆驼祥子》，不仅仅是因为祥子 因为永不放弃，才能冲破障碍屹立成群山
偷了 3 匹骆驼而得到的绰号，还是指祥子 ……让我们从现在开始，怀揣梦想，永不
像骆驼般艰难的一生。
放弃，勇敢前行。
看到祥子能为自己的梦想如此拼命，
辅导老师： 杨丹

怀揣梦想

勇敢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