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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 学校组织我们踏上了红
色研学之旅，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革命的摇篮、红色之都———韶山，接
受革命传统教育，我们收获甚多。

红色之旅尽管只有短短两天，
却让我们深切感到这是一次丰富而

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 我们真切
感受到， 共和国江山来之不易。
新中国的建立，有无数的热血儿
女付出了他们的青春甚至生命。

毛主席出生的家庭，在当地
来说算是经济状况比较好的，毛
主席的妻子杨开慧则出生于教授家庭，他们
本可以过安逸而富足的生活。但为了人民的
利益、国家的危亡，他们舍弃了这些，奋不顾
身地投入到解放全中国的革命洪流中。

毛主席每日国事繁忙，为了革命，他牺牲
了六位亲人， 那是怎样的痛苦！ 身为一国之
主，却朴素到穿着满是补丁的睡衣，还坚持海
量的阅读，永远不忘记给自己充电。 这些，让

我们感受到伟人艰苦朴素的生活，和
为国为民全心付出的伟人情怀。

这次红色研学之旅，我们不仅
欣赏到了自然风光，圆了红色梦
想，更受到深刻教育。
韶山，如今硝烟散去，只留下静

静墓园，葱郁的山林，让生活在和
平年代的我们去回望艰苦年代的生死

考验，血泪洗礼。 可是，如果没有这里的英烈，没有
他们的流血和牺牲，就没有我们现在和平的生活。

让我们把红色的革命传统带回来，代代相传，
把祖国建设得更强大！

编 者 按 ：去学习飞鸟翱翔在人间，
去听风说话，去听雪唱歌，去追寻伟人的足
迹，去寻找故事经久传颂的秘密，去发现宇
宙的无穷奥妙……

研学旅行就是“行走的课堂”，让实践
力和学习力比翼，让想象力和创新力齐飞，
开启未来之路。 欢迎你们加入快乐求知之
旅，来吧！ 最富探索精神的学子们。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衡阳市第二十三
中学的学子们的研学旅行风采。

11 月 3 日 ，韶山 ，天气晴朗 。 衡阳市
第二十三中学初中一年级的 324 名学生 ，
在衡阳双万研学旅行有限公司的精心组织
和策划下，来到韶山开展两天一夜的研学旅
行， 去寻访一位让人敬仰的伟人的足迹，去
追寻天南海北到处传颂的故事，去感受积淀
深厚的革命精神。

有人说，有些人无论生或死，他永远在
我们记忆的长河中存留；有些事无论过去多
久，它都会一代又一代地传颂。

毛主席就是这样一位伟人， 他的故事、
他的品质、他的精神，时时刻刻温暖着我们，
为我们指引前进的方向。

屹立在广场正中央的是毛主席铜像，巍
峨的身姿， 亲切的神态， 静静地凝望和守
护———韶山、湖南、中国。 他是我国历史上最
伟大的人物之一，是我们终身学习的榜样，是
我们永远不能忘怀的伟人。 324 名学生排着
整齐的队伍， 以最虔诚的心在毛主席铜像前

深深鞠躬，献上花篮，感怀永远。 即使光阴流
逝，物事变迁，他在人们的心中却亘古不变。

一个人生活的环境能够反映一个人
的性格和内心世界。 同学们来到毛主席故
居 ，更加具体地了解毛主席的品质和学习
毛主席奋发图强的精神。

土砖旧屋，陈设简陋，可以看得出当年
的生活条件是多么艰苦。 然而，就是这样的
环境 ，培育出一名朴实 、坚强 、有思想的少
年。 这位有志少年长大后，在浴血奋战中，坚
定理想信念，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出苦难，
走进新中国。

在毛泽东故居往西一百米，有一座牌楼
式建筑，整座建筑被绿树包围。 听说这里是
毛主席少年时读书的地方。 同学们不由睁大
双眼，好奇地看看这，看看那。

研学之旅很辛苦，但是也很快乐。 车行
与脚行的辛苦，参观与学习的快乐。 当大家
辛苦饥饿时，想想伟人的人生，饭菜摆上桌，

没有一个人挑食、厌食。
用餐后，同学们来到烈士陵园，这是为

祭奠革命先烈而兴建的永久烈士纪念建筑。
长长的阶梯，一步一步，同学们沉静而严肃
地踏进这片神圣的土地。 长眠于此的革命先
烈，他们曾冒着生命危险冲锋陷阵，他们曾
运筹帷幄与敌人斗智斗勇，如今早已化为一
抔黄土，永垂不朽。 革命先烈的事迹和精神
也将同这抔黄土一样，与天地长存。 轻风薄
雾里，高高的陵园仿佛正在诉说“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的故事，这些故事像松柏一样四
季常青。

少年强，则国强。 迎着美好的阳光，同学
们在毛主席故里进行了一场拔河比赛，展示
当代少年的书生意气。 每一组的队员，每一
个人都兴致高昂，为了胜利，拼尽全力。

因为，同学们被毛主席“问苍茫大地，谁
主沉浮”的豪气所感染，都铆足了劲，胜负难
分，来回拉扯了好几个回合，才见分晓。

有人说，既要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
的确如此， 我们不应该只学课本上的知识，
还要在学习课本知识之余，去外面的世界学
习，去感受祖国秀美景色，去体验历史名人
是怎样成为名人的。 这样既可以开拓我们的
视野，还可以让我们体会到学习的乐趣。

11月 3 日，我们去参观中国各族人民的
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故乡———韶山。 毛泽东铜
像广场坐落在毛泽东纪念馆和毛氏宗祠前
的开阔地带。 周围青松翠竹掩映，群山拱护。
我们向毛主席铜像鞠躬， 瞻仰他的伟大雄
姿。 望向那身躯高大、体态稳健、双目炯炯、
在微笑中沉思的毛主席铜像时，我感受到了
一代伟人的非凡风采。 当我全面了解伟人艰
辛而光荣的一生时，我的责任心和使命感飞
速增强，这使我深刻领悟到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梦与个人的前途紧密相连，激发了我
爱国的热情，坚定了理想信念。 以后，我一定
要更加努力地好好学习，努力成为可以为社
会作贡献的人，报效祖国。

走进毛主席故居， 这里茂林
修竹，依山傍水。 群山环护周围，
青松郁郁，翠竹婆娑，前塘夏季荷
花飘香，绿水莹莹，风过处，荡起
缕缕涟漪。

毛泽东诞生于此， 并在这里
生活了十几年。 这是毛泽东青少
年时期生活、学习、劳动和从事革
命的地方。踏进毛泽东的房间，我

想起少年毛泽东立志救国救民， 为寻求真
理，离家外出求学，临行前给父亲留下一首
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
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正是从小志宏大，身行即非凡。
走进一代伟人最初的求学地———南岸

私塾。毛主席的知识从传统文化里起源，并成
就了他一生的伟业。 我强烈地感受到传统文
化的魅力，让我更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想
起毛主席在那么艰辛困难的情况下都努力学
习知识，而我生活在衣食无忧的环境里，却天
天只想着该怎么吃，怎么玩，一提到学习的事
就喊头痛，我的脸不由地红了。 以后，我再也
不会这样了。

毛主席犹如灯塔， 帮助我们在茫茫大海
中找到前进的方向。经过这次研学旅行活动，
我懂得了我们应该珍惜现在的生
活，把握现在，抓紧时间，
努力学习，为社会作出
一份贡献！

我会记住这一天，2017 年 11 月 3
日。 我们初中一年级全体同学在老师们
的组织下， 踏上红色之旅———伟大领袖
毛主席的故乡韶山，两个多小时的车程，
在带队老师和导游交替介绍韶山风光和注
意事项下，我们忘了旅途的疲惫，欢声笑语
洒了一路。

韶山第一站，毛泽东铜像广场，最引人
注目的是那尊毛泽东的铜像，它高高地耸立
在广场正中央，周围青松翠竹掩映，群山拱
护，我们向毛泽东铜像敬献花篮，瞻仰领袖
风采。 在巨大的铜像下，仰视毛主席的英姿，
心中顿时升起“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豪
迈。 毛主席的铜像微笑地注视着祖国和人

民，庇护这一方领土和中华儿女。
广场的旁边是毛泽东的纪念馆，在恢弘

的纪念馆内， 陈列着毛主席生活的点滴，他
的书法，一气呵成，正如他豁达宽容的性恪。
我没有想到的是，毛主席生前的衣物如此简
朴，生活如此节俭，我们对毛主席更敬佩。

纪念馆是缅怀毛主席的伟大功绩、 领略
东方巨人崇高风范的理想场所。现有 12个展
厅，其中八个展厅为《中
国出了个毛泽东》 生平

业绩展， 四个展厅为专题陈列：《毛泽东遗
物展》《毛泽东一家六烈士》，序厅正墙为著
名画家李如创作的《东方红》巨幅油画，画
面壮观，气势宏大，给人强烈的震撼。
韶山是一个风景独特的地方，这里的山

山水水养育了一代伟人。 此次韶山之行让我
们对毛泽东的一生有了一定的了解，使我受
到了一次极为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
传统教育。 革命先辈把他们的一生献给了中
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们的精神值得我们永
远学习和发扬。

我会记住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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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记事起， 我就十分向往毛主席
诞生的地方———韶山。 这次研学旅行
使我如愿以偿。

11月 3 日， 我们全体初中一年级
师生怀着对毛主席的敬仰和对革命先
辈的钦佩之情前往韶山，一路体味“为
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革
命豪情，一种无比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车子走过一程又一程， 树木在车
窗外急速往后退，老师说快到韶山了。

近了， 更近了。 我们终于走进韶
山，这片我向往的革命“圣地”！ 被誉为

“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我无比激动地走下车，踏进
这片土地。

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 怀着无比崇敬的心
情瞻仰了毛主席铜像， 向毛主席的铜像献花、
敬礼、三鞠躬。 我们像从全国各地奔向韶山的
人们一样，通过这种最传统的方式来纪念和缅
怀毛主席。 毛主席铜像微笑地望着前方，时时刻
刻注视着祖国和人民，庇护着中华儿女，守护着
祖国的疆土。 他是在为我们国家欣欣向荣、日新
月异的变化而欣慰吧。

我们参观了毛主席铜像广场，周围青松翠竹
掩映，毛主席铜像身躯高大，体态稳健，面带微
笑，又恍若在沉思，这尊铜像成功地塑造了领袖
的伟大风采。 广场是纪念的主要场所之一，体现
了人民群众对毛主席的崇敬追思。 我们在毛主席
铜像前整齐列队，集体朗读毛主席创作的经典作
品———《沁园春·长沙》， 感悟这首词中的豪情壮
志。

走过毛主席铜像广场， 我们来到毛泽东故
居。 这是一处普通的湖南民居，背倚苍松翠竹，
面临清澈荷塘。 小屋内的小木床、煤油灯、土炉
灶……朴实而清幽。

听解说员说，在革命战争中，毛泽东先后牺
牲了六位亲人，他们舍小家为大家，成就了新中
国的辉煌，建立了不朽的功业。 走进韶山，走进
毛主席的故居，我实地感受到一代伟人艰苦卓绝
的奋斗史，一生的艰辛和荣耀。

韶山之旅不仅让我们欣赏到韶山清幽优美的
风光， 更使我受到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和革命传
统教育， 使我对中国革命的艰难历程有了较全面
的了解。 我深感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我们要不忘初心， 珍惜时间， 把握每一寸光
阴，不让它们从指尖流逝，正所谓“花有重来日，人
无再少年”。 我们应该好好珍惜青春时光，尽自已
最大努力做好该做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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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山之行研学

衡阳市第二十三中学 175 班 陈婉仪

感悟

———衡阳市第二十三中学研学之旅侧记

衡阳市第二十三中学 175 班 吴嘉乐

本版特约组稿：衡阳双万研学旅行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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