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中，大
家往往努力做自
己认为重要的事
情， 但世界上似
乎还有更重要的
事。

这种现象普
遍存在， 人们对
此的思考不尽相
同。 请选取一个
角度， 写一篇文
章， 谈谈你的思
考。 要求：(1)题目
自拟；(2) 全文不
少于 800 字； (3)
不要写成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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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集训 ” 话题作文之
第一关，疯狂作文风云再起，暑期集训营再现江湖。 今天我们要夺取“话题”这个高地。 在这个高地，闯过“补题”与

“构思”这两关。 你的战斗力就会翻倍，就会拥有更强大的装备。
开“战书”，巧遇全新关隘， 看“亮剑”，展示你最新的强力装备，看你是如何用“自然流畅”、“明净爽利”的笔法来充

实你的积分，升级发展。

我愿意
它被天边的彩云所吸引，奋力飞腾，寒冷、饥寒、风雨都无法阻止它，

它毅然决然地向上飞，飞上高山之巅，它已经精疲力竭，伤痕累累。一个声
音问：“值得吗？ ”天地苍茫、彩云缭绕，它内心充实而满足，喃喃答道：“我
愿意。 ”

父亲的书桌对面有一把小椅子， 儿子坐在那里陪伴着下班回家在桌
子前剪报的父亲，父子俩没有说话，静静相对。儿子望着父亲祥和的面容，
心里充溢着宁静的幸福：父亲您辛苦了，能这样陪陪您，我真的很愿意。

根据上面两则材料，结合自己的感受和思考，任选角度，自拟题目，写
一篇不少于 800字的记叙文或议论文。

宿命
我靠在昏暗、潮湿的小矮墙上，我正在思考我的人生———我是一只

猪。 我们祖辈都一样，有着极其悲惨的宿命。
宿命，宿命。
我一生不愁吃，不愁穿，我只需要吃好睡好，每天重复着同样的事，

日复一日……看着同伴们渐渐膘肥的身材，我却始终壮不起来，我有着
自己的思想。我不愿臣服于我的宿命，因为我深知，我的自由之日便是我
受死之时。

夜幕降临，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我被屠夫送进了屠宰场。那儿陈列
着一行一行的猪头，一列一列的猪肉，我明白，我们身上的猪头、猪肉、猪
肠通通不是我们的，除了我们自己的灵魂。 我一个激灵醒了过来。

夜色朦胧，我站在猪圈门口，挥洒冷汗。 同伴一个一个都睡着了，我
沐浴着从断崖处吹来的山风，我的灵魂在内心躁动不安。 我似乎看见了
狼在断崖上嗥叫。 我也情不自禁，摆正了姿态，嗥叫了一声，同伴们瑟瑟
发抖，痴迷的眼神望着我，显得很害怕。 他们一定以为我患上了猪瘟，或
者以为我是一只披着猪皮的狼。 我没有解释什么，因为我只是顺从我内
心的灵魂罢了。

我决定要逃跑。
“什么？”同伴们瞪着眼睛惊恐地看着我，此刻的我站在猪圈门口，继

续沐浴我的清风。我知道他们不会理解我，就像人们不理解韩寒一样，我
和他一样，都是叛逆的少年。 就像汪国真说的：要输就输给追求，要嫁就
嫁给幸福。 我的内心似乎更坚定了。

明天，明天。
红艳的晚霞如期而至，浓薄的雾气没忘记给大地披上一层灰色的荧

幕。 我趁着夜色，拱开了猪圈门，玩命似的往断崖飞奔，迎面来的是凉爽
的清风。逃跑时我回头望了一眼，看到了我的母亲，从她的眼神里我看到
了肯定的目光，似乎是我做了她想做却又不敢做的事情。

断崖的清风不像猪圈，猪圈里的风夹杂着湿气和污臭。 我摆正了狼
的英姿，不断嗥叫，因为我战胜了我的宿命，我顺从了我内心的灵魂。

心里有个声音一直在嘀咕：“你战胜了你自己的宿命，多么值得啊！ ”
夜幕下的断崖，依稀可见几颗星星，这勇敢的灵魂花，此时此刻，开

得到处都是。

三句话看青春
丰子恺说，孩子的眼光是直线的，不会转弯的。 英

国作家说，为什么人的年龄在延长，少男少女的心灵却
在提前硬化。 美国作家说，世界将失去海底王国，一般
失去伟大的王国就是成人。

请根据材料写一篇不少于 800字的作文。

愿赤心长留
社会总是会慷慨地给予孩童一份特别的关爱，这

关爱中又无疑夹杂着些许歆羡： 看那些孩子， 比起翁
妪，甚至比起我们，他们有明亮的眼，有光洁的皮肤，更
有纯粹的心灵。单纯、柔软、好奇并敬畏着世界，赤子之
心即是如此，其珍贵亦在此。

然而这关爱、 这歆羡恰恰暴露了我们的尴尬与不
堪：我们的心，我们的千回百转计谋频出的心，已不配
被唤作“赤子之心”，亦无法成为孩童的表率。就像赫胥
黎所说的，“少男少女的心灵正在提前硬化”。 童心已

失，我们自然将走向沉沦。
不必费尽心力去找寻什么例证了， 整个的社会就

是最好的例证：看着老者的无助，我们的视线是不约而
同地弯着的；看着旁人无视信号灯穿梭于车流之中，我
们的心肠是硬的。“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
替了思考， 而是他们不知道为何发笑以及为什么不再
思考。”当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写下这句振聋发聩
之语， 他是否已经预料到了物质的洪流将不由分说地
卷走我们珍贵的纯净的心？ 他是否想见了失去赤子之
心的社会将是一个没有敬畏而充满了算计、 无聊的沉
沦之地？

是的， 我们如此珍视孩童的以及像孩童一样的纯
净的心灵，但如此美好而脆弱的东西该如何在社会中，
在这个肮脏的大漩涡中保持独立？ 不是人人都像叶芝
一样，有勇气说出“我就要走了”的脱离世俗之语，有足
够澄澈的心去“无论在车行道还是灰暗的人行道”都能
听到远方的海浪。 叶芝是幸运的， 他呵护着自己的童
心，也就守护了一方净土。 可是谁会来守护我们的心，
来柔化我们的心呢？请先自己行动起来，拂一拂心上的
浮尘吧！

探险者与蝴蝶
一群探险者去山洞探险，进入后点燃蜡烛，发现有

一群蝴蝶，于是退出去了。 过了一段时间，探险者们再
次进入，却发现蝴蝶飞到山洞深处了，小小蜡烛影响了
蝴蝶的生活环境。 作文要求考生根据一点点细微的变
化，自定主题。

安然相对不惊飞
面对人类一往无前的探索， 自然如同洞壁上栖息

的美丽蝴蝶，向纵深之处隐匿而去。 我们，或许早该意
识到， 是时候了， 对环境应留下一段敬畏又适当的距
离。

美国有一首流传已久的诗：“在田纳西放一只坛
子，原野上的一切将绕此重新展开。”这，无疑是将人的
影响置于了世界的中心。人，在所向披靡的征途中为自
己加上了无上的尊冕。的确，天地有大美，壮阔无垠，可
天地又是如此的脆弱， 人的一言一行都可能对其造成
无法逆转的影响。而这些影响，注定会成为人们想要承
担却又无法承担的重任。 对此， 我们可以做的并不很
多，只有在一开始便小心翼翼，不误闯入自然不容侵犯
的领地。

对自然环境保有一定的距离， 实在也是出于一种
对人自身的保护。 自然脆弱，人实则更为脆弱。 人类作
为一个整体，是无往不胜的，而作为个体，又何其渺小。
试想，当我们大呼“山登绝顶我为峰”时，背后又隐藏着
多少对于高山的畏惧与不安。 而面对后退的蝴蝶以及
更多逝去的美丽， 我们追随的脚步里又还凝聚着多少
无奈与担忧。 我相信频发的灾难是自然备受重压后愤
怒的呐喊。人会不会有一天像古龙所描述的盖世英雄，

“登上了山顶，却发觉自己已一无所有。”那样的人类会
不会感到万分的孤独与惶恐？

其实，人完全可以与自然一同诗意地栖居，其关键
在于不互相侵扰，不事征服。 古人也寻幽探险，也流连
于“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但他们
的态度是如此的虔诚而小心。他们只是竹杖草鞋，手攀
足踏，也适可而止。我以为，这样的探险，才是真正触摸
了自然的心跳，却不将其惊扰的方式。 如此，既将人的
环境诗化，也使万物自然的环境留得一份清静。我们可
以自在地欣赏环境所赠予的天光云影，花柳水月，却切
不可去探求、征辟自然的禁地。 古人所谓“天人合一”，
我宁愿将其理解为是人在天地之间安详地栖息， 而让
心神畅游于世界。

很喜欢陆放翁一句词：“沙鸥相对不惊飞。”这固然
是说人要少机心， 但人若能对环境毫无机心， 不事窥
看，自然想必也可与人安然相对不惊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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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学校的外墙上，醒目的写
着：“学会做人、 学会做事、 学会学
习”。 我是学生，学习对我来说固然重
要，但更重要的是做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 身高的增长， 烦恼也不期而
至。现在我已经是中学生，学科也随着知识的需要在
不断增加，作业也忙着赶来凑热闹。每天需要做的作
业像一座无形的大山压得我透不过气来， 尤其是快
到考试的时候，为了给父母一个满意的分数，只好拼
命地学。 真是“分、分、学生的命根儿呀！ ”

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人们的思想也随之而变，
原来的大公无私荡然无存了，取缔它的是自私自利。
原来那种助人为乐的行为，如今也被人视为是傻瓜、
弱智。而我在学习上虽不能称之为优秀，但在十二年
的人生生涯中，我始终保存着乐于助人的本性，这得
益于姥姥和爸妈的教育：“为人要善良纯朴、 诚实可
靠、助人为乐。”正因为生活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养

成了我从小爱帮助别人的习惯， 造就了我为人平和
的性格。 走过了十二个春夏秋冬， 件件往事历历在
目，唯有一件使我刻骨铭心。

那是我八岁那年盛夏的一天， 雨淅淅沥沥地
下个不停，落在屋顶上、地面上，溅起朵朵雨花。 爸
爸搂着我望向窗外讲起了一段动人的故事：“很多
年前，也是一个雨天，街头人烟稀少，一位盲人赶
着回家，忽然被一个倾斜的下水道井盖绊了一下，
险些摔倒。 当时，他没有马上离开，而是弯下腰，放
下拐杖，蹲下去一边用粗糙的手不停地摸索，一边
托起井盖艰难的将它移回原位，之后，站起来，缓
缓地继续向前走去……”听爸爸讲到这里，我的眼
睛湿润了， 仿佛看见了那位可敬可爱的盲人的身

影：拖着疲惫身躯，带着欣喜的笑容，
无欲无求安然离开了。从他细微的举
动中，不难看出他那颗金子般的纯洁
无暇的心灵，那是一颗时刻为别人着

想的思想境界！ 而我们作为一个正常人、一个有良
知的新一代青少年更需要拥有的一颗善良的心
啊！

我顿时感到，浑身的血在沸腾、在燃烧。 正是那
位盲人的纯真善良，时刻教育我、提醒我，对于身边
的任何人有困难向我求助时， 我都会毫不犹豫的伸
出热情的双手去帮助，就像弟子规中所言：“人之初，
性本善”。

生活中充满了阳光与希望， 也充满了艰辛与磨
炼，让我们心怀助人为乐的善良之心，在学会做人的
基础上，迎接多姿多彩的生活故事，勇往直前的走完
人生绚丽多彩的旅途。

我深深的感到：比学习更重要的是学会做人！

比学习更重要的事———学会做人
更
重
要
的
事

亮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