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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整个中华文明史，北宋苏轼的
地位可以用“举足轻重”来形容。他的从
容与超凡，使我深深为之着迷。

苏轼年少中进士，风华正茂意气风
发，却因“文字狱”开始谪居生涯。他一
生羁旅四十余年，可漂泊的人生并不
妨碍他乐观上进，爱民向贤。 你是否
相信，“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
人物……”这般豪放畅达的词作，出自
一个仕途多舛、 几经流放的“罪臣”之
手？ 若将我置于那漫长无期的寒冬中，
怕是早已“艰难苦恨繁霜鬓”了。可苏轼
浑然不觉考验的辛苦，如是说道：“九死
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将贬居
生涯视作游玩，实在是一种常人难及的
态度与气度。 有了这种态度，苏轼把无
聊愁苦的谪居生涯过得多姿多彩。

苏轼与王安石就国家改革而展开
的“苏王”之争素为后人津津乐道。王安
石急于改革，发动熙宁新政，却因触碰
旧贵族地主的利益以失败而告终。苏轼
也是当时的反对者之一。难道他是为了
一己私利而试图阻碍国家发展？事实绝
非如此。 王安石，身居高位，只看到宏观
的弊病与试点的“成功”，却忽略了推广

的可行度和人民身上卸不掉的
重担。 而苏轼，贴近生活，见微知著，
想民之所想，充分认识到了改革措施的
弊端，因而坚决反对。 我无法评判谁是
谁非，只知道，谁更得民心，谁更符合时
代要求，谁的立场就更站得住脚。 可是，
当时意气风发的统治者宋神宗任用同
样想建功立业的王安石，王安石又势必
会打压反对派。 所以，当权者身处不同
的利益集体也是造成苏轼四十余年无
法返京的重要因素之一。

苏轼被贬往的第一站为黄州。 当他
从风光无限、备受赏识的大才子转瞬跌
至被贬的骚客后，苏轼在孤独与落寞中
洗尽浮华，收敛了些书生意气，更贴近
生活。 任黄州知府时，他带领全家在东
坡除荆棘、搬瓦砾、挖沟渠，将东坡由荒
地变为良田， 他在历史上浓墨重彩地记
下一个名字———苏东坡。他是官员，也是
文豪， 下苦力却轻描淡写， 凸显给世人
的，倒只有沁人心脾的诗意景象。

我“偏爱”苏轼主要有一个原因，那

就是他无论面对
多少挫折， 都能始终保持
积极处世的态度。 其他迁客骚人书写诗
词，字里行间透露出愤懑。 而苏轼不同，
多年被贬的生活并没有使他沉沦、堕
落， 他往往感叹世事难料后又调整心
态， 似是把内心的浊气通过词句吐出，
再复回本心。 苏轼怀有一颗赤子之心，
经历世俗尘埃后仍熠熠生辉。 他所做的
一切，似乎都顺应自我与自然共存的规
律，恰到好处———“东风知我欲山行，吹
断檐间积雨声”。 这是在自然里寻找乐
趣的苏轼，是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贤士。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
也无晴”。酒醒，天晴，内心宁静。苏轼在
一次次的浮沉中愈加稳重， 愈加恬静，
淡然前行，波澜不惊，只留给我们一个
笑傲天下、平淡至美的背影……

常德市第一中学 454 班 宋珂融

看到朋友圈很多人在晒五
颜六色的花， 我问妈妈：“这是
什么花儿？”妈妈说：“格桑花。”

传说， 格桑花是七世达赖
格桑嘉措从域外带来， 在藏语
中是“美好时光”或“幸福”的意
思，象征爱与吉祥。

听闻资江边“十洲公园”就
有格桑花， 我迫不及待地想一
睹真容。

阳光下， 格桑花发出淡淡
微光，晶莹剔透。格桑花千姿百
态， 竞相盛开。 有形如玫瑰花
的，有状如蝴蝶的。 有红色的，
有白色的，还有粉色的，淡紫色的。八片花
瓣，薄薄的，像蝴蝶的翅膀，向八方舒展，
尽情绽放，吸引了许多游客和摄影爱好者
前来赏花、留影。

我对妈妈说：“格桑花亭亭玉立的茎
梗和纤细的叶子看上去弱不禁风。 ”妈妈
说：“看人看事都不能只看外表。格桑花看
似弱不禁风， 它的生命力却是最顽强的，
再荒凉的土壤它也能生长，再大风雨它也
不怕。相反，风越大，它越坚挺。雨越大，它
越碧绿。 阳光越强烈，它越灿烂。 ”原来格
桑花不仅美丽，而且不畏严寒，不屈冰霜，
非常有个性。 难怪它能成为拉萨的市花。

我喜欢格桑花， 喜欢它的清雅韵致，
喜欢它不屈不挠，顽强奋斗的精神，喜欢
它淡泊宁静，静然绽放，胭红数点，用自
己的个性，呈现生命的澄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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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为唤醒国人，弃医从文，成为
国人敬仰的精神卫士； 石磊深入基层，
高校毕业后当村官，在广袤乡村建功立
业；马化腾坚守追求，成立腾讯公司，勇
当改革先锋……人生之路没有模板，他
人的成功不可复制，未来的人生，需要
自己守住本心，方能随“心”所欲。

大厦的建立， 始于优质的建筑设
计，更在于建设过程的一丝不苟。 人生
的方向，在于优质的规划，更在于内心
的坚守。 人生之路各有各的灿烂，我认
为要让自己的人生价值更有意义，就必
须守住本心。

负责任，有担当，就是守住本心。 对
自己负责，对家人、国家和民族负责，是
一种大义。 物欲横流的时代，纸醉金迷
的生活，许多人迷失其中，成为现实的
奴隶。“老酸奶”抵不住诱惑，最终落得
身败名裂；曾经的“良心药业”，相继被
曝出“毒胶囊”事件，同样失去了本心，
被国人唾弃。 屈原不失本心，拒绝同流
合污，誓死明志的故事广为流传，至今
让人们难以忘怀；广大科研工作者隐姓

埋名，最终造就大国利器，为世人铭记；
许许多多大学生村官秉着对人民福祉
负责的态度， 担任造福百姓的“领头
羊”，实现人生价值。负责任、有担当，是
他们共同的名片。

远功名，淡利禄，就是守住本心。 有
一些人，即使在喧嚣的环境中，亦能优
雅独舞。 他们淡泊名利，安于一隅，在随
心的同时却不忘本心。“举世皆浊我独
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在他们身上被诠
释得淋漓尽致。“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
饰”就是他们淡泊人生的写照。 李白，胸
怀大志，无奈才华满腹无人赏，为官正
直遭排挤，多次被贬谪，官路颇多坎坷，
但李白始终不改本心， 面对黑暗的官
场，他淡然处之，挥笔写下“安能摧眉折
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是一种
超然物外的洒脱。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莫言，面对如此大的荣誉，他只是坦然
地说了一句“我只是个会讲故事的人”
而已，超然脱俗，本心坚守。

有理想，怀大志，就是守住本心。 个
人的人生追求必须与国家和民族的发

展结合起来。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二十一世纪我们要绘就“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这个辉煌之梦需要全国同胞们
共同奋斗。 在追求伟大梦想、铸就辉煌
工程的过程中，总有大风大浪，但如果
我们都有坚定的理想追求，有一颗炽热
的爱国之心，将自己的职业生涯与国家
的需求密切联系，积极投身到国家建设
发展的大潮中，才能在大风浪中搏击长
空，才能真正地随“心”所欲。 当下，吾辈
当“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我们生在幸
福里，长在红旗下，更要以爱国之心武
装自己，以报国之志激励自己，才能在
人生路上大展身手。

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
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人活于世，不
求追名逐利，但求随心生活。在喧嚣的世
间，唯有坚守心灵的一方净土，方能拥有
“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的闲情逸致。

面临高考，有人问我：今后你准备
学什么专业？从事什么职业？我会回答：
生命仅有一次，唯有坚守本心，才能在
人生之路上走得更远更稳更有意义。

走廊思想

尖尖小荷

宁乡市第一高级中学 C701� � 谢瑶环

一蓑烟雨任平生

森林里有一只小狐狸，总是爱随地
丢垃圾，动物们说它，它也不听。

有一天，小狐狸在河里划船，它还
带了很多零食。 吃完后，小狐狸就把糖
果纸、水果皮都扔进了河里。 山羊爷爷
看到后对小狐狸大喊：“请你不要乱丢
垃圾，会破坏森林卫生。 ”小狐狸不理。
山羊爷爷叹了一口气， 自己跳进河里
去捡垃圾，可是它不会游泳，一下就被

水呛到了，大喊着：“救命，救命……”
小狐狸看到山羊爷爷掉进了河里，它
非常着急，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这时，
河马大哥恰巧路过河边，听到呼救声，
它马上跳到河里，把山羊爷爷救上岸。
小狐狸把船划到岸边，上了岸，它赶紧
问山羊爷爷：“您还好吗？ ” 山羊爷爷
说：“我没事。 ”河马大哥问山羊爷爷：
“您怎么掉到河里去了呢？ ”山羊爷爷

说：“我是为了捡垃圾， 才掉进河里
的。 ”小狐狸听了很惭愧，说：“我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乱丢垃圾了。 ”山羊爷爷
说：“知错能改就是好孩子， 森林是我
们的家园， 我们一定要好好保护环
境。 ”小狐狸说：“好的！ ”

从此以后，小狐狸成为了一个爱卫
生的好孩子。

（指导老师：夏琼 王春梅）

邵阳市北塔区协鑫阳光小学 69 班 蔡清琳

爱 丢 垃 圾 的 小 狐 狸

守住本心方能随“心”所欲

飞扬思绪

我心手写

岳阳市岳阳楼区滨湖小学 128 班 郭湘

这样的她

有这么一个人，她长着一对水汪汪的
小眼睛， 鼻梁上架着一副粉色的眼镜；她
的脸有些大，却没有很多的肉；她的个子
不怎么高，但头发却很长；她见到长辈总
是亲切地打招呼，说话很有礼貌。 你知道
她是谁吗？ 别急，听我慢慢介绍。

这个姑娘非常好吃， 别人送她一个
外号“小吃货”。 国庆去游乐园玩，出发
前她准备了饼干、牛奶、薯片、面包、小蛋
糕……整整一大背包零食！

除了吃，她还爱好做手工。 她做的手
工书签既好看又实用， 夹在书里特别醒
目，班上的同学都喜欢请她帮忙做书签。

当然，这个姑娘也有些缺点。 她最大
的缺点就是拖延症。有一次，她放学回家，
磨蹭着写作业写到了十点钟，实在困得不
行，就睡着了。第二天一早醒来，突然记起
还有数学作业没写完，她在惊慌中竟然克
服了拖延症，很快就将作业补完了。 然而
补完了作业，松了口气，她又开始拖延出
门。 最后急匆匆地赶到教室， 险些迟到。
唉，都说吃一堑长一智，这个姑娘怎么就
不能永远克服拖延症呢？

朋友们，现在，你们猜到这个姑娘是
谁了吗？其实呀，她就是我！我就是这样一
个姑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