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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经典的
收获
●第一中学四高一(7)班
王雅菁 指导教师 巫杰锋

●第六中学高一（6）班 赵祥 指导教师 赵文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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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怀天下；
“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
南山”，陶渊明虽家境困苦，却执
意归隐田园。他们皆是拥有无比
虔诚的信仰，无比坚定的意志，毅
然地走在属于自己的路上。他们
不为外界所动，坚持自己的本心，
为了心中的理想与目标顽强拼
搏，奋起抗争，最终踏出了属于他
们的生命光芒，
名留青史。
人生的信仰可以不同，甚至
迥异。例如辛弃疾一生为了收复
失土，征战沙场而奔走呐喊。而
庄子则是叹一句“人生天地间，白
驹过隙，忽然而已。”撑一支长蒿，
独逍遥于物外，但不论是如何的
信仰，我们都应该坚守，他是我们
的脊梁，
是我们的精气神。
然而，正如一片战场，随着时
间的流逝，黄沙在天空飞扬，古剑
在残风中腐锈。曾经为了战斗而
生的人们开始为了生存而战斗。
我们开始因为生存而一点点忘却
了最初的本意。忘却了曾经低头
嗅一缕芬芳的笑意；忘却了抬头

指向天边虹彩的雀跃；忘却了寂
静中仰望星空的震撼；忘却了曾
经奋斗的欢喜与悲伤。蓦然回
首 ，我 们 离 曾 经 的 自 己 那 么 遥
远。在迷惘的道路上我们已走出
了很远。
“实迷途其未远”，我们是否
应该回头看看呢？看看那曾经的
美丽，唤回自己的信念，重塑自己
的人生。
还记得鲁滨逊深陷荒岛，
与天
争，与命斗终换回了归来的希望；
还记得诺贝尔实验失败，重创家
人，
却在无尽悲痛中坚持在科学研
究的道路上前行。还记得司马迁
虽身受宫刑，
却意志愈发坚定地写
下了名垂千古的史记。他们对信
仰的无比坚定，对理想的不懈追
求，
不正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吗？
人生航船缺少了信仰的风
帆，如何驶向光明的彼岸？探寻
真理的途中缺少了信仰，勇士凭
何义无反顾？聪明的人儿啊，举
起信仰的旗帜，
勇往直前吧！

我谓荆轲
●第一中学高一（2）班 雷一凡 指导教师 巫杰锋

千百年前，易水河畔，荆轲歌
曰：
“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
兮不复还。”
千百年间，万卷史书，刘向笔
下，荆轲的侠肝义胆，视死如归跃
然纸上。
千百年后，人群之中，史家之
口，对荆轲或褒或贬，谓之匹夫之
勇，谓之英雄侠义。
我谓荆轲，谓之英雄侠义，更
以他为千百年刺客之首。
荆轲刺秦，并不鲁莽。他的
计划周详。面见秦王需有厚礼，
秦王不缺金银财宝，而他的宠臣
中庶子蒙嘉稀缺，则荆轲备下财
宝；秦王要的是雄霸天下，则荆轲
备下督亢地图。献秦王樊於期头
颅，则为秦杀鸡儆猴，此可谓妙
矣。他懂投其所好，足证他的机
智。且荆轲有决断，太子丹犹豫
不决之时，他便果决行动，说服樊
於期，提出此一举既可使樊於期
大仇得报，又可解决燕国边患，令
人佩服。完成了备办礼物，他又
求赵人徐夫人匕首，更淬以毒，使
匕首能斩人首级于弹指一瞬。至
此，刺秦的准备工作已完成大半。
及至此时，荆轲仍需等待一
位助手。
就在荆轲焦急等待之时，燕
太子丹已急不可耐了。他使激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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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逼走荆轲。世人评判荆轲不
能自制，说一个好刺客不应如此
不懂隐忍。然我认为并非如此，
史记记载，荆轲与盖聂论剑，荆轲
所论有误，盖聂怒目而视，荆轲并
不反驳，只是安然离去。此可见
荆轲不争意气。然而当太子丹催
促荆轲，已是疑心荆轲有意拖延，
而此刻燕国边境已是唇亡齿寒，
迫在眉睫，箭在弦上，只待秦王号
令。故若荆轲仍无动静，太子丹
极有可能另请高明，而为防泄密，
荆轲也有可能被软禁，甚至惨遭
屠戮。得不偿失。
于是，荆轲只得带着秦武阳
同往秦国。而另一疑问也随之浮
现，有人说易水送别，兴师动众，
实在不明智。我却并不认同，易
水送别的朝臣，皆穿白衣戴白帽
送别荆轲，则他们必为燕丹心腹，
且就算其中有秦国内奸，也与荆
轲无关，而是太子丹择人不慎的
过失，更何况内奸要赶往秦国献
上情报，既无由燕至秦的地图，又
不可能像荆轲一样日夜兼程，在
各个关隘畅通无阻，所以抵达秦
之日也未必会早于荆轲。
行至秦，
贿蒙嘉，
图穷匕首现，
左手把秦王之袖，右手取匕首刺
之。如秦武阳这般勇士在威严肃
穆的秦宫之中吓得色变振恐，
而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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轲却神色不变，
已然说明荆轲临危
不乱，
是一位好荆轲。就在此种情
形之下，他依旧面不改色刺杀秦
王，足以称得是上人中豪杰。古
往今来，又有哪个刺客是在此种
情形之下行刺的呢？此时荆轲必
然紧张，紧张易误事；秦王必然惊
愕，
而惊愕却能引人潜能。故而荆
轲的失败，诚然为形势所致。再
说荆轲将死之时，报出燕丹之名
号，被世人认为不忠不智，但于我
看，此时事情败露，荆轲由燕派为
使臣，此时已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燕国灭亡已成事实。荆轲说与不
说，
又有何影响呢？
我谓刺客，非刺之成功方为
好刺客，我谓荆轲，慷慨陈词，逻
辑缜密，竭忠且尽智，于波诡云谲
中沉着应对，于风浪迭起中处变
不惊，于风云突变间临危不乱，于
刀光剑影中舍生取义。处乱世而
知世事，舍己身而博大义。他于
趋出告急时临危受命，受以重任
而一发系千钧，欲救如击石之危
卵般燕国，虽不尽人意，但其深沉
内毅，不畏强暴，履险而不失态，
从容不迫之神态却寓于刘向那烘
云托日的笔光墨影之下。那栩栩
如生之形象必将流传千古，千古
难得之气节，必会流芳百世，百世
扬名的精神必定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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荏苒光阴
再忆你
●独山子第二中学高三
（9）班 郭倩 指导教师 张晶晶
我想拿回忆煮一壶酒，细
细品味有你的时光，在你的时
代里，与你共赏一世繁华，同
经一世风雨。清照，无数次的
想念，可否换我与你在梦里有
一次邂逅？
一树嫩绿的青梅旁，我仿
佛看到了你，神色慌张，匆忙
溜 走 ，含 羞 ，和 羞 走 ，倚 门 回
首 ，却 把 青 梅 嗅 。 你 突 见 来
客，感到惊诧，来不及整理衣
装 ，急 忙 回 避 的 神 态 甚 是 可
爱，又忍不住望向客人，偷偷
引一支青梅遮挡。
夜色幽静的庭院里，我仿
佛看到了你，缓步慢踱，手捧
桂花，轻吟，暗淡轻黄体性柔，
情疏迹远只香留。淡黄色的
桂花并不鲜艳，有着柔和的颜
色，体态轻盈，不惹人注意，但
自有其独特的动人风韵，令人
爱慕不已，它情怀疏淡，远迹
深山，惟将浓郁的芳香飘散人
间，桂花是清泊淡雅的，不浓
艳，不骄矜媚俗，又似你，端庄
素朴，
气韵不凡。
淅淅沥沥的小雨里，我仿
佛看到了你，倚枕独靠，眉头
微蹙，暗想，点滴霖霪，愁损北
人，不惯起来听。你的彻夜难
眠，心事重重，是故国的愁绪
往事，还是如今的战火频起，
民不聊生；是难言的伤痛，还
是绵绵不尽的情思？
春日明媚的小阁里，我仿
佛看到了你，焚香煮茗，秉烛
赏梅，叹道，从来，知韵胜，难
堪雨藉，不耐风揉。梅花不经
风吹雨打，日晒雨淋，春日风
雨无情，令其飘谢凋零，你是
怜惜她的娇弱，还是顾影自怜
哀叹自己？
双溪暮春的轻舟上，我仿
佛看到了你，
独坐船头，
面容愁
苦，泪流，只恐双溪舴艋舟，载
不动，许多愁。你已无意欣赏
如此韶华春色，
国破家亡，
颠沛
流离，
心中的悲伤又有谁人知？
我想走近你，与你同嗅一
支青梅，共赏一簇海棠，细看
素 淡 的 木 槿 ，远 观 并 蒂 的 银
杏，与你烹茶赏菊，踏雪寻梅，
把 玩 金 石 画 卷 ，四 寻 遗 迹 文
物，倚窗写诗著句，共饮一壶
清酒，乐时，凝望你的笑颜，与
你一同欢喜，悲时，轻抚你的
肩头，
只愿伴你左右。
我喜欢读你的词，慢慢品
味，字字珠玑，你的笔端总是
充满着丰富细腻的情感，词中
藏着小女子般的旖旎心事，清
澈明媚，洁净美好；又抒发着
闺阁女子的哀怨，温柔婉约，
孤零落寞；但也有女中豪杰的
一面，
奔放独特，
壮丽开阔。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只
想，再忆你。

第二届

对于经典，我向来难以
下笔。精挑细选，字字斟
酌，却总是不尽人意。所以
如果一定要让我推荐我读过
的最好的一本，那么结果怕
只是差强人意了，因为最好
的书是读过的每一本书。所
以在这里我不向大家推荐经
典，浅谈些读经典的收获罢
了，大可权当戏言。
“我读过很多书，但后来
大部分都忘记了，你说这样
的阅读究竟有什么意义？”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
吃过很多食物，现在已经记
不起来吃过什么了。但可以
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
已经长成我的骨头和肉。”
我读过的书其实早已融
进我的骨血，只要一个触动
点，就会喷薄而出。
这大抵是我读书唯一的
收获，我知道很多年以后，
到迟暮之时，我可能会忘记
《巴黎圣母院》 里丑陋的敲钟
人，可能会忘记曾经惺惺相
惜的 《三个白痴》，可能会忘
记曾经让我热泪盈眶的 《追
风筝的人》，可能会忘记福贵
怎样的 《活着》，可能会忘记
我 曾 看 过 怎 样 的《 呼 兰 河
传》……可我不害怕，我知道
我不是两眼空空。我曾读过
的每一本经典都那样深刻地
融进我的骨血。一个人的气
质里藏着他曾读过的书，走过
的路。气质和思想难道不是
经典给有心之人最意想不到
的礼物吗？
我一直以为对于经典，我
们不该怀着功利之心，我知道
我们读的那些经典，换不来酒
钱，换不来饭钱。可是我们凭
什么对它要求这么高呢？它
不曾挑剔过贫富贵贱之人，一
律慷慨地给予他们恩惠。
阅读经典于我而言最好
的恩赐是自由。文字很好，它
让我得到了自由。等你看过
千百种人生，你已然不觉自己
说孑然一身，纵使人类的悲欢
并不相同，可那些刻骨铭心的
经典，总是能让你听懂每一次
欲言又止背后的千言万语，每
一次叹息后的无奈悲苦，每一
个人的悲欢言笑。从前你总
觉得自己孑然一身，已经看遍
这世间千万，可如今在这油墨
之上你却看到了你不曾见过
的人，到了不曾到过的地方，
流下不曾流过的泪，读罢这几
纸黑字却像是过了一生又一
世。那几个人页薄纸间，却恍
若隔世。
当你见过了千万种每一
本经典带给你的世界，你会发
现凭借自身阅读构建起来的
小世界，能以体恤式的温柔，
消解自身的苦难。经典总是
能融进你的骨子中去。
文字于我是场盛宴，我自
倾杯，
君且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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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支点——信仰

当滚滚红尘迷乱了我们的双
眼；当高楼大厦筑起了钢铁的牢
笼；当朝九晚五的平淡成为生活
的主旋律；当岁月的洪流磨平了
我们的棱角与斗志……你我是否
还记得我们生命的支点。
“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起
地球。”阿基米德的信仰就是生命
的 支 点 ，可 以 爆 发 出 惊 人 的 伟
力。为了心中的愿景，我们可以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而失去了心
中的信仰，则更似行尸走肉。生
命只有具有信仰才不会陷入平
庸，碌碌而亡。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
两昆仑”，谭嗣同虽身处死境，却
毫不畏惧，泰然处之。
“ 男儿何不
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李贺
虽无豪言壮语，但有普天皆明他
的志向。
“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
云帆济沧海”，李白虽仕途不顺，
但心中不灭的信念依然昂扬；
“愿
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
欢颜”，杜甫虽命途多舛，但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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