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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梦 四 季
长沙市长郡中学高三 1519 班

春
凛冬已过， 春意已经开始从城市绿化带
星星点点的嫩绿中溢出，一圈一圈荡漾开来。
男人俯视着川流不息的车辆， 将腰带上的安
全绳紧了一紧。
在城市新建的大楼半腰处，头戴黄色安
全帽的他异常显眼。 远远望去，在大楼蓝色
玻璃的映衬下， 他的身影仿佛全部融在了
那一个黄色小点上， 如夜空中一轮泛黄的
月亮。
为什么我要来做这种工作呢？ 因为我需
要钱。 为什么需要钱呢？ 他想着每天都要想无
数遍的问题， 儿子埋头学习的样子又浮现在
脑海。 他拿起海绵刷， 从腰间抽出一瓶清洁
剂，“
呲”一声喷在玻璃面上。 他精壮的手臂上
盘踞着青筋，用海绵刷子刮过玻璃时，青筋偶
尔会突跳。
他是擦亮城市天际线的一员。 当春意从
绿化带中溢出时， 大楼也在某一天露出了一
个亮蓝色的尖儿， 其他部分也将随着春天的
蔓延，渐渐从灰旧的躯壳中脱身而出。 他突然
停下了手中的活， 站在吊篮上俯视着繁华的
城市。
我为什么要来做这种工作呢？ 他摸了摸
口袋里的烟，却发现在大风肆虐的半空中，打
火机打不燃。 一个女人的身影浮现在他的脑
海， 还有老家那建了一半的房子……他扔掉

还未点燃的香烟，赶紧忙活起来。

夏
蝉声渐起，稻谷抽穗后已经亭亭玉立。 夏
日的热风带着一阵草叶香气扑面而来。 田埂
上，一只灰狗摇着尾巴，跟着一个女人从一丛
狗尾巴草中穿过。 今天是农历十五， 镇上赶
集。
出了村口， 前几年修好的水泥路便突兀
地铺展开来。 她踏着坚硬的水泥，回头看了看
村子。 在新村里，两层楼的白色建筑早已不算
新奇。 而在老村，黑色的瓦顶和土黄的砖墙与
新村格格不入，静静地蜷在那儿，像一只年老
的猫。
她突然将脖子伸了伸， 望向那一栋栋刺
眼的白房子。 她的家已经建起了二楼的手脚
架。 她突然想到自己在外工作的丈夫，因为一
双有力的手而选择了做高空清洁工。 由此又
想到他送的银手镯， 不到特殊时候她不会轻
易戴上。
忽然一阵暖风吹来， 她头上的头巾被吹
向空中。 苍蓝的头巾与天空的颜色相差无几，
她一时看不太清。 那只灰狗迅速随风追逐，将
缓缓落于地的头巾叼回。 她接过狗叼回来的
头巾，将它叠好放回口袋。 她望着远处蜿蜒的
公路，余光瞥到路边的白房子，心里没来由的
生出一种渴望。“再过两年，我们家也将有一
间新房，孩子也该上大学了吧？ ”

柏婉丹

她摸了摸灰狗的头， 急急忙忙向镇上走
去。“
我得快去快回，今天的农活还没干完呢！ ”

秋
少年抬头看着黑板上醒目的高考倒计时
发呆。 身边的所有人都埋头学习，在这个紧张
的时期，时间的规划被精确到分钟。 但他突然
觉得很累，觉得周围的人仿佛都浸泡在水中，
自己抬起头来才能呼吸到空气。
不能说话的晚自习， 他只能听到书写的
声音和呼吸声。 少年将视线投向窗外，本应是
漆黑的夜空因为县城霓虹灯而染成了橙与黑
的混合体，远处的梧桐树已经发黄，树下一盏
路灯的光亮被它吸纳进身体， 于是通身散发
着柔和的光亮。
他看向北方。 县城灯火通明的夜空上，只
有一个白色的光晕点缀其中。 那是建筑工地
的照明灯，一个身影开始不断徘徊在他眼前。
一双有力的手臂、紧闭的嘴唇、黝黑的皮肤。
还有一个人，他细细想着。 一块蓝头巾、一双
不算滑嫩的手、与稻田融为一体的背影。
“人生就是一场竞赛，有付出才有收获！ ”
少年一下子精神百倍， 迅速加入到无声的赛
场。
月光洒在寂静的校园， 秋风卷起走廊上
的树叶，时钟的嘀嗒声在讲述光阴的故事。

开腰间的围裙， 原本盯着灶台的眼睛亮起了
惊喜的光芒， 她急切地冲到前院， 拉开了铁
门——
—
鞭炮声此起彼伏，地上红色的鞭炮纸
在冬雨中被浸泡成暗红色，院子外站着两
个人， 其中一个正蹲在地上摸着灰狗的
头。
“儿子！ 他爸！ 回来了，待在外面干嘛？ 快
进来吃饭！ ”女人扬起花一般的笑容。 丈夫和
儿子都轻快走进，围在火炉旁，看着她从厨房
里端出一碗汤、五盘菜和两小碟腌菜。 一家人
围坐在火炉旁欢快地谈论着自己这一年的工
作、农事与学习，同时将米饭往嘴里送。 自家
稻谷打出的米粒晶莹剔透， 带着柴火的香味
在口中百转千回。
男人将所有能看到的厚实的肉全部夹给
儿子， 儿子则笑眯眯地看着母亲手上的银镯
子，脸上泛着微微红光。
“我们家的楼什么时候能盖好？ ”儿子突
然从饭菜中抬起头来，看着父母。“
很快了。 ”
男人和女人笑着回答到。
突然一阵风从门口吹来， 三人一齐向外
看去。 那只灰狗摇着尾巴从门外钻了进来。 而
一家人的目光却不止于那只狗， 他们看向辽
远的天空，眼中亮着希望。

冬
一阵狗吠声传来，女人惊喜地抬起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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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与放的交集是正义

是燃情更是燃魂

长郡湘府中学 1505 班

—
——《战狼 2》的观后反思
长沙明达中学 310 班

黄一颜

在距离地面大约 32 公里的地球内
部，存在大量高温的岩浆，高温岩浆熔化
岩石时会膨胀，需要更大的空间，于是，
在极大的压力下, 岩浆便会从地表某个
薄弱的地点，冲破地壳，喷涌而出，从而
形成火山爆发。
电影《战狼 2》让中国观众看得痛快淋漓，激
情澎湃。当看到冷锋手擎国旗，穿越敌占区，安然
回到中国营地时，许多中国人流下了热泪，而当
屏幕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当你在海外遭
遇危险，不要放弃，请你记住，在你身后有一个强
大的祖国”这几行大字时，很多在影院观看的影
迷站了起来，忘情鼓掌，并大声欢呼。 出了影院，
还犹自沉醉其中。 于是，一场接一场，《战狼 2》成
了近年来中国电影史上喷涌的火山，一爆发便狂
飙到 57 亿票房。
其实，客观说来，《战狼 2》里的很多逻辑并
不严密：反派人物形象单一扁平，男主角开挂太
过，打戏太多情节不合理等。但是，这挡不住观众
对这部大片的狂热和痴情。不管是某些人刻意地
诋毁，还是一些人理性的剖析，很多观众就是喜
欢这部剧，甚至有人反复看了三四场。 为什么会
这样？细致地赏析电影，理性地思考电影，我们会
发现，这部电影从始至终都在燃烧一种情感和一
种精魂：浸润于骨子里的眷恋祖国、深爱祖国的
情感，几千年沉淀下来的百折不挠、义薄云天的
精魂。
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几
千年的华夏文明沉淀了很多东西：深沉而厚重的
文化艺术，独特而完整的哲学思想，灿烂而辉煌
的科技文明，自成一体的儒学管理制度等。 这让
每个中国人对祖国形成一种认同感和自豪感。所
以，有人说，中国人骨子里是骄傲的，哪怕在某些
特定时候表现“
怯懦”，也是根源于那份骄傲带来
的不屑。
当下，中国经过全面改革开放，国民经济飞
速发展， 一方面极大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另

一方面，也对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形成巨大冲
击，社会出现一些乱象：物质主义盛行、谈理想的
人少了……
接下来，发生连锁反应，一部分原本有见识、
有能力的国人开始自卑自怯，觉得中国什么都比
不上别人了，相信外国的各种传说；还有一部分
人有一些见识，但不够全面，在看到社会一些不
好现象后，就开始自哀自怜，他们相信并传播那
些满载着负能量的视频和文字，他们口诛笔伐别
人的错误，但很少检讨自己。
其实，这些人，究其本质，都是丧失了信心。
祖国阔步前行的大路上伴生的一些荆棘和坎坷，
新时代发展时期带来的竞争的压力，侵蚀着这些
人的自尊和自傲。 然而，深埋于骨子里的大国情
结和中华文化的情怀，又让他们深深不甘。 只要
有一粒火星，就可能把它点燃。
是的， 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积淀的民族，她
的国民必定形成了一腔深厚的情感和一股坚定
的灵魂，当这腔情感和这股灵魂受到长久的压抑
时，必定会在某个时候，找到一个契机，如火山爆
发，喷涌而出。 而《战狼 2》就是那粒火星，瞬间点
燃了中国人的爱国激情和民族精魂，使国人深埋
于骨子里的自尊、傲骨、自信等得以充分释放，并
最终升华为浓浓的中华民族情怀。 于是，票房很
自然飙升。
所以说，《战狼 2》票房的成功，主要在于它
的燃情乃至燃魂。只是，票房的成功不应是终点。
作为中国的有识之士，我们还可以从这个现象中
看出点什么，并最终做点什么，正如富士山地区
利用火山灰这种天然肥料把桑树养得特别好，维
苏威火山地区则把葡萄种成世界名品。

2017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
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习近平作了
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
习近平提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新时代就要有新
思想、新作为。
时下，社会上悄然兴起的“无人”公
共设施令人眼前一亮，“无人” 值守图书
馆、无人便利店等新兴产物，着实为人们
的生活带来了便利，还让“社恐”患者喜
闻福音。 然而，“无人”管理在放松监管的
同时， 却也普遍在无形中收紧了另外一
张名叫“道德”的口袋，它无时无刻不考
验着新时代下中国公民的正义与素质。
简单来说， 无人监管就是一种创新
经营模式， 其新型的经营方式在节省人
力和提高效率两方面可谓优势明显。 而
无人经营， 更是将消费者的道德水平提
升至一个全新的高度。 例如，无人图书馆
里的图书，“置之如弃”，无论贫富贵贱都
可以拿在手上，在书本中放飞自我，亦或
占为己有，无论如何，这都对市民的道德
提出了不小的挑战。
对每个人来说， 与自己内心的私心
做斗争的确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但作为
新时代的公民， 我们理应将理性的一面
展露出来。 书本的价值，就在于它一代又
一代的传承经典、润物无声，而它的“代
代无穷已”更是基于道德。
与此同时，无人监管不仅收紧了道
德的口袋，也放开了监管的力度。 不言
而喻，无人监管放松了对消费群体的监
督，这不失为一种进步，人与人之间的
信任度不断攀升，市场的规则早已深入
人心。 在面对“无人”设施的时候，一条
条隐形的警戒线已跃然眼前，越线者良
心受挫，不安感和内疚感又长久地折磨
着越线者，逐渐成为一种变向惩罚。 同

王杨尚珩

时， 随着内疚感而来的还有他人鄙夷的
目光，一次越线给人带来的教训与悔恨，
足矣。
在校园里面，离学生最近的“无人”
设施大约就是无人监考考场。 鉴于此，诚
信就变得尤为重要， 沉着冷静变成诚信
自律。 每逢考试前夕，参加考试的学生们
都会被要求对着自己的名字摁下鲜红的
指纹并宣誓，这不仅仅是走形式，更是为
了升起学生心中诚信的那一抹光辉。
在校园外面，与人们接触最多的“无
人”设施可能就属共享单车。 在共享单车
悄然进入我们的生活后， 各种没素质的
行为也出现了：乱停乱放、故意破坏、上
私锁……共享单车出现的种种问题，引
起了社会各界的深刻反省。
时代呼唤正义与诚信。 有人说，世界
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 那就是一
生都始终为了正义而战斗。 正义是从每
个人心灵深处迸发出来的，是对于公平、
真诚、善良的追求；而诚信是从小养成的
良好教养， 它们可能在某个人的生命中
迟到，但是它们一定不会缺席。
总而言之，无人经营模式的出现，放
松了监管的铁爪， 收紧的却是正义的口
袋，不论以何种方式，正义总能把投机小
人暴露得无处遁形。
收与放的交集是正义， 我们的正义
起源于内心，且延续到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