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见习编辑：董以良
版式：谢倩 校对：李虹

2019 年 12 月 25 日 星期三
电话：0731-84326428��E-mail:kjxb001@126.com 科教新报 成长10

苏轼曾说过，“古之立大事者，不惟
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一
个人如果想要成就一番事业，就必先心中
有志。 有了志向，人生之路便有了具体的
方向，而人也有了坚定不移的信念，故能
执着前行，只为通向心中的昙花灿烂处。

心有所向，当思索不止。 一代圣人
孔子立志成才便只身踏上了求学之路。
纵使他周游列国十几年， 经历千难万
险，纵使他孤苦伶仃，连心中的满腔豪
情和伟大抱负都无人可言说。 他仍然没
有放弃，他不断游历，不断思考，不断体
悟，把男儿立志报国的心愿化作对弟子
的谆谆教导。 终得桃李满天下，并给后
人留下永恒的儒家经典。

因此, 现在年少的我们更应努力去
追求自己的梦想，尽管路很漫长，成功
很遥远，但是我相信心中有绿洲，远处
自然会有风景。 我们对梦想的追逐亦是
一个不停思索和悟道的过程，正因为旅
程漫长，路径弯曲，我们才能在行走间

体会乐趣，在跋涉中感悟人生，开阔视
野，宽广心胸。

心有所向，当行走不息。 古有苏东
坡“乌台诗案”后的释然，今有邓小平

“三起三落”中的坚韧。 漫漫人生路，谁
都难免遭遇各种各样的失意和厄运。 但
是一个强者，一个有理想的人，绝对经
得起凄风苦雨、愁云惨雾的考验。 古罗
马哲学家塞内加曾这样写道：“通向星
星的道路是很艰难的”。 的确，人有梦，
自然就有路，而梦想越远大，道路也越
艰辛漫长。 向往星星，路就要通向远方。
我们既然选择了脚下的路，就应该将执
着的力量化作风景去展现。 既然选择了
梦想，就应把所有的心血化作地平线去
迎接。 唯有如此，迎风破浪，我们才能在
追逐梦想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心有所向，即成路。 路是庄子踽踽
独行一生的逍遥游，路曾是一代巾帼王
昭君的铮铮琵琶怨，路又曾是老一辈革
命家血战过的金戈铁马。 当今社会，因

为有了中国梦，“一带一路”就像铺在前
方的光明正道。 他把唐宋时期“丝绸之
路”的声声驼铃和郑和的 7 次扬帆连接
在了一起，融合了当代的中国梦。 正是
这种革新与传统的交融，才使得古老的
中国生生不息。

中国梦， 我的心中也有一个梦想。
我们纵然不能轻易做到“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
平”，亦应学着思考，将个人的小梦融入
到国家大梦中去， 为其贡献一份自己的
力量。路是走出来的，一个个坚实的脚印
汇聚在一起，方可奏响时代的最强音。

有向往的地方，并不断向前，于是
有了“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
秦关终属楚”的佳话，亦有了“苦心人、
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的
美谈。 年少的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但
是，只要朝着远方不停地走，终可以登
上高楼，摘下属于自己的那颗星。

指导老师：骆淑芳 胡海霞

读书， 很容易忘记时
间，我从识字开始就经常为
了读书被妈妈拧红耳朵。 为
了让耳朵少受委屈，我“练”
了一身好“工夫”，能一边看
书一边将耳朵“竖”起来，门
外稍有风吹草动，我就以迅
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书塞到
屁股下面或者枕头底下。 然
而，姜是老的辣，无论我怎
么东躲西藏，都逃不过妈妈
的火眼金睛。“叫你认真做
作业，周末再看书，你怎么
就不听呢？ ”书刚被“搜”出
来，妈妈的“五指山”就拧到
了我的耳朵上。

书是多么让人欲罢不能呀。《后汉
书·恒荣丁鸿列传》中的恒荣为了在长安
读书十五年没回家。《前辈勤学》中的杨
龟山为了读书两肘三十年没有离开桌
案。《不展家书》中的胡瑗为了读书在泰
山十年不回家。

“书似青山常乱叠， 灯如红豆最相
思。 ”我每天放学回家，放下书包脑海中
蹦出的念头就是：“昨天看到哪儿啦？ ”

“鲁滨逊和星期五将星期五的父亲救出
来了吗？ ”为了多留出时间读课外书，我
总是将作业做得飞快。 即使如此，我读书
的时间还是越来越少了。 上初中后，学习
任务加重，有时候我一天只能看一页书。
我逐渐想到一个办法：听书。 起床听，睡
觉前听。 刚开始听得蛮好，为自己找了这
个办法兴奋了好一阵子。 可是到了后面，
不是晚上听着误了睡觉， 就是早上听着
缓了吃饭速度。 妈妈见了，以为我在玩手
机，怒发冲冠，“五指山”拧耳。 可怜我的
两只耳朵，躲又没处躲，只恨没长在隐蔽
处。

为了让耳朵少受委屈，我决定和妈
妈“谈判”。 古人云，“读书破万卷，下笔
如有神。 ” 一番功夫后我和妈妈达成协
议：将每天放学后和周末的休闲时光改
成看书。

自此我再不用为了看书和妈妈玩
“猫捉老鼠”的游戏。 最开心的应该是我
的耳朵。 看书的是眼睛，它却常无辜受责
罚，总算还了它一个公道，皆大欢喜。

指导老师：祝曙

新田县第一中学 1704 班 赵祖一

打开窗，让心中有光
怀化市郡永实验学校 C1703 班 陶羿岑

心之所向即成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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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小的时候， 你穿着白色的蓬蓬
裙，表演小天鹅，却在下台的时候脚底
一滑，趴在了地上。 膝盖疼得厉害，你
扁起嘴，跌跌撞撞走向观众席，在看到
母亲的那一刻，眼泪汹涌，一头扑进母
亲的怀里。

可是，母亲手上给你擦着泪，眼神
却示意父亲按下了快门。 黑洞洞的镜
头，像是要把你吸进去。

准备小升初考试时， 你全神贯注
地复习，每天除了作业，还有摞得很高
的复习资料，可模拟考的分数依然与期
望中相差甚远。你感觉胸口有什么东西
堵着，一路小跑回家，想向父母倾诉。

可是，打开门，迎接你的是父母亲
失望的眼神。你怔怔地站在原地，被自
己卡在喉咙里的话噎得嗓子生疼。 你
轻轻关上房门， 隐约能听见父母对你
未来的担忧。

上初中后，学校组织春游，你低下
头，看到路边一朵野花开得明艳。你向
最好的朋友招手， 想让她和你分享这

低处的春光。
可是， 你看见她亲昵地牵着另一

个女孩的手。你笑了笑，蹲下身摆弄那
朵花，心里有些空荡荡。

辛弃疾说：“叹人生，不如意事，十
常八九。”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如你所
愿。 终于，你打开了窗，阳光透过树叶
星星点点地泼洒在地上。

你抬起了头， 看到朋友正站在你
身边歪头看你， 手里捏着刚刚给你买
的糖；你竖起了耳朵，听见房门外不仅
有父母的担忧， 还有母亲专门为你煲
的汤在歌唱；你推开了心门，发现父母
拍下你的哭泣， 是为了留下你成长的
印记。

世上本就没有绝对的圆满， 只有
经历过那些低谷、背负过那些愤懑，方
知幸福之可贵。

生活是最好的剧作家， 他书写出
明和暗。虽然有时你看到暗的那一面，
只要你打开窗，让心中有光，明亮的那
一面始终在那里等你去发现。

学会放弃，也是一种美丽
隆回县第九中学高二 491 班 李洋

意远文蕴 时光悦读

我心手写

理智地放弃， 是一种境界； 学会放
弃，也是一种美丽。

学会放弃，是一种生存的智慧。瑞典
的克洛普在距离珠穆朗玛峰峰顶仅 300
英尺时，毅然转身独自下山；与他同行的

另外 12 名登山队员， 虽然登上了峰顶，
却在返回的途中全部丧生在暴风雪里。
胜利就在眼前， 只要再坚持 45 分钟，克
洛普就能登上峰顶了， 他为什么转身而
返呢？ 原来虽然花 45 分钟能登上峰顶，
但这样却超过了安全返回的时限。 在胜
利和生命面前，克洛普选择了生命，因为
他懂得， 生命比登上峰顶获得的胜利更
重要；他的放弃，是一种生存的选择。

学会放弃，是为了更好的拥有。来到
这个世界，上帝给了我们每人一个背篓，

在漫长的生命旅途中， 如果把沿途的所
有东西都装进背篓，可能活得未必轻松。
想要幸福生活，或许应该学会放弃。有时
候只有学会放弃才能得到， 一味地追逐
可能什么也得不到。 学会放弃， 轻装上
阵，安然平和等待生活的馈赠，也许会活
得更轻松、充实和坦然。

学会放弃，是一种智慧的升华。许多
人往往被各种欲望所累， 这就需要我们
能学会理智的放弃一些不必要的追求。
孟子就说过：“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假如

鲁迅不放弃医学， 也许不会有那么高的
文学成就； 假如比尔盖茨没有放弃哈佛
大学的学位证书， 或许也不会有之后的
辉煌事业。 请别忘记，理智的放弃，是为
了更好的拥有，是一种洒脱，一种气度，
一种升华，一种境界。

雄鹰放弃温暖的窝， 是为了搏击长
空；小溪放弃了对森林的依恋，是为了拥
有大海的浩瀚。 理智的放弃，胜过盲目的
执著；学会放弃，也是一种美丽。

指导老师：孙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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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秋天， 我随妈妈一
起去乡下外婆家。 已是晚秋，
走在乡村小路上，秋风瑟瑟，
落叶纷飞。 然而正如刘禹锡
所呤“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
秋日胜春朝。 ”秋天，不只有
秋风扫落叶的萧瑟之感，更
有那丰收的幸福之情。

看那一大片一大片金黄
的稻田，风儿吹过，浓浓的稻
香扑面而来。 稻田边的石头
上坐着一个农民伯伯， 他的
镰刀扔在了一边， 脸上洋溢
着幸福的笑容。 但，在这幸福

之下却还有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苦涩。 外
婆告诉我，今年天公不作美，经常下雨，
稻子烂得要比往年快得多， 以现状收下
去，是肯定收不完的。

这时，农民长叹一声，挥舞着镰刀，
淹没在金黄色的海洋之中。 一小时过去
了，两小时过去了……一直到傍晚。稻田
中割了一大块稻子，扎成几捆，散乱地放
在田中。 农民的额头上豆大的汗珠如雨
般滚落。而他，依旧在忙碌着。不一会儿，
几亩稻田便割完了。 站在远处的我被这
一幕深深地震撼了。

愿今年的秋天有个大好的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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