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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见恨晚，我的朋友

红旗招展 破浪远航
新区高级中学高一（1）班 刘笑语

高考作文我来写

我和书de故事

从战火纷飞的岁月走来，我沾染
着烈士的鲜血；从一穷二白的困境走
来，我承载着富裕的愿景；从饱受欺压
的磨难走来，我寄托着强盛的希望。
我有着世间最亮丽的颜色和最崇高的
信仰。我是飘扬在“双奥之城”的五星
红旗，伴随着中华民族的一次次跨越
而迎风招展。

身为一面国旗，我深知自己的来
之不易。那是一个只有枪林弹雨的时
代，那是一个流着血与泪却依然奋勇
冲锋的时代；那是黎明前的漫漫黑夜，
那是等待破晓的凄凉迷惘。终于，胜
利的曙光在1949年驱散了笼罩华夏大
地百年的黑暗。10月 1日那天，是我
的诞辰。我迎着灿烂的日光，在天安
门广场上俯瞰站起来的中国人民。那
一刻，新生的这一抹鲜红成了一个民

族的灵魂象征，伴随着我亲爱的祖国
跨越，再跨越。

后来啊，挺直腰板的中华民族开
始着手富起来的伟大跨越。1978年，
我在改革开放的伟大旋律中开始欣赏
一场创新式的“表演”。这是一场前所
未有的神奇变革，它打开了通往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大门。我看见，曾经
饥寒交迫的中国百姓，有饭吃，有衣
穿；我看见，曾经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
民，跃跃欲试地做起了买卖；我看见，
曾经故步自封的华夏大地，又向世界
敞开了国门；我还看见……勤劳聪慧
的中国人，将富裕之礼收入囊中，实现
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跨越，彼
时的中国红，一时竟成了世界关注的
新热点。

星辰也去，日月同归，那耀眼的中

国红开始点缀繁华国际。1971年，联
合国的旗阵中第一次有了我的身影，
1997年，我初次在香港宝地上迎风招
展，1999年，举国上下为澳门的“中国
红”欢呼……伴着21世纪的钟声，中国
在强盛之路上越走越远。到今天，中
国在国际上有地位，有力量，是每一个
中国人强大的靠山。我们的首都北
京，成功夺得“双奥之城”的名冠，我们
实现了脱贫攻坚的百年奋斗目标，我
们在疫情威胁下引领世界经济发展；
我们在面对他国侵犯的时候，可以有
正气、有底气、有骨气地说：他国没有
资格居高临下地同中国说话！我为飘
扬在如此的国家而骄傲，我为中国的
一次次跨越而自豪！

我还是我，亘古不变的五星红旗，
见证了中国在跨越、再跨越中实现腾飞

的每一步。中国下一步的跨越就要交
给新一代中国青年了。当我听到“清澈
的爱，只为中国”时，当我看到无数 90
后、00后“白衣天使”在疫情肆虐中逆行
时，我明白：中国青年火热的心更是我
的飘扬之地。闪耀的中国红，有人继
承；宏伟的未来蓝图，有人描绘。

红旗招展，破浪远航，中国再跨
越，少年争当先！

教师点评：
独特的视角，从容的行文，让我

身临其境。你的文章正如时光机一
般，带领每一个读者穿越时空，走进
幽幽历史中的每一幅珍贵的画面，每
一个荣耀的时刻。身为飘扬在“双奥
之城”的五星红旗，见证跨越，与有荣
焉；身为新一代的青年，欣逢盛世，力
争当先。 （王愿）

古有欧阳修名篇《醉翁亭记》中
“有亭翼然”作亭名，也有因环境而
感，改于古籍中的“泻玉”为名；而在
贾宝玉随口而出的“沁芳”二字之下，
总归还是落了下风。有此结果，都是
由于一个“新”字恰到好处。

《红楼梦》这段，讲述了元妃省
亲，贾家由此建了大观园，为大观园
中的亭子赋名。“翼然”虽出自名篇，
但生搬硬套，毫无灵性；贾宝玉所提
出的“沁芳”，既凸显出了元妃的美
貌，又清新雅致，不落俗套；“泻玉”与
之相比，便有些小巫见大巫了。新颖
的事体现着人们的创新性，而创新，
却没有那么简单，它需要有丰富的知
识与文学底蕴。王安石的那句“春风
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一句

“封神”，便是因为那一个“绿”字，这
也绝不是读过几本书便可作出来。
还有传闻中那苏小妹与苏东坡、黄庭
坚为诗填词，那句“清风扶细柳，淡月
失梅花”完胜二人，文笔淡雅，新颖别
致，也从侧面体现出了苏小妹的学识
渊博。

但“新”，也绝不是华而不实。
“文采藻饰太盛则矫。”从古至今，总
有人为了使自己的诗词、文章华丽，
滥用各种词句，不顾文章构造，总是
前言不搭后语。文学创作须投入自
己的真情实感才能创作出动人的文
章，即便没有优美的词句，但它的

“新”，也足以使它成为一篇好文
章。文章如此，物品亦然。现如今，
商家为了吸引人们的眼球，将包装
做得华丽无比，却与那些普通的物
品效果相同，甚至有些毫无用处，最
终落了个“空了钱包，富了垃圾桶”
的下场。

当然，国家的发展也与创新息息
相关。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许多核
心技术被他国掌握，我国的各项科技
发展受到了极大制约。经过几代人
的努力，我国也终于打破了技术发
展，拥有了多项创新成果。创新使我
国变得强盛起来。在当今的时代背
景之下，国家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

“双减”政策出台，旨在培养自主创新
型人才……我们也当努力拼搏，努力
奋斗，为国家建设添砖加瓦。

《红楼梦》中人物芸芸，而看似
“不学无术”的贾宝玉之所以能成为
其中的“男主角”，便是他敢于反抗封
建礼教，去追求“新”的事物。我们也
应当不拘泥于旧的事物，努力开拓创
新，让自己的人生更美丽，让祖国的
未来更繁荣！

教师点评：
作者由作文的新颖到商品的包

装，再到国家的发展与创新。由文学
而商品、由商品而科技、由古而今，突
出了开拓创新的重要性，可谓匠心
也！ （刘江涛）

“莫愁堤畔醉芳菲，晓露沾衣不
忍归。若流可堪盈手赠，烟花似雪梦
中飞。”淡看流年烟火，细品岁月静
好。

人间烟火气，传统民蕴返璞真。
提到烟火气，必能想到在乡村看

到的袅袅炊烟，它是对美好生活的映
射，也是传统民蕴的体现。炊烟是一
根长长的绳索，牵着饭菜的清香，牵
着那邻家小孩垂涎欲滴的回家的渴
望。当袅袅炊烟升向天空时，无论你
身在世界的任何角落，只要看到悠然
飘升的炊烟终能找到家的方向，空中
散发着柴草燃烧的清香，听到那风箱
传来节奏的“呼哧”声，那灶膛里“噼
噼啪啪”的火苗声，心里顿时会感受
到从来没有过的温馨。袅袅炊烟，从
千篇一律的烟筒中升腾出，载着淡淡
草木灰的香气，映着传统的民风，积
淀着更醇厚的民蕴。这也同样体现
了家人团坐，灯火可亲，处在人间烟
火气中，悟烟火意，感烟火中的民风
情。

人间烟火气，和谐环境振国兴。
“天工巧妙，敷陈出锦绣山河。汇

八百里洞庭，耸七十二峰衡霍；熊槐游
梦泽，宋迪写潇湘；归隐陶潜记武陵，
重瞳舜帝崩宁远……漫说虞妃斑泪
竹，李泌读书堂，虞岭绽先枝，龙宫延
柳毅。”体现出我国烟火气所晕染出的
大好河山，同样也表现出我国和谐美
好，富有历史底蕴的人文环境。征途

漫漫，惟有奋斗。回首过往，在党的坚
强领导下，亿万人民艰苦卓绝的努力，
胼手胝足的奋斗，埋头苦干的拼搏，让
中华民族展现出欣欣向荣的气象，以
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开启
小康生活新征程。让人民实实在在身
处烟火气中，感受烟火的质朴与本真，
促进人民对国家及所生存环境的归属
感快速提升。

人间烟火气，世间温暖驱寒意。
疫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防

疫工作人员争分夺秒坚持每天到户测
温，宣传防疫知识，及时将发热的村民
护送至镇上的定点发热门诊。基层农
村医疗条件差，难免有村民对新冠病
毒产生恐惧，为切实加强舆论引导，坚
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在宣传如何防
控疫情的同时，还积极披露疫情信息，
就是因为我们身处人间烟火气，才能
体会到人间真情，社会温暖，让我们感
到充实自足。

“夜衬奇葩绽天庭，抛珠撒彩异纷
呈。奔放生命各一瞬，却在人心耀永
恒。”处在人间烟火中，我们也应勇于
面对当今时代中的机遇和挑战，不负
现在的温暖烟火。

教师点评：
文章语言优美，由现实中的烟火

气深入到抗疫的“烟火气”，取材于现
实生活中的细微之处，使人感到焕然
一新。最后落实于行动上，是一篇不
错的作文。 （刘阳）

当鸟巢复燃起奥运圣火，当北京成
为世界首个“双奥之城”，当五星红旗飘
扬在奥运赛场，一腔热血也流过每个国
人心头，令人心潮澎湃。站在时代的交
汇点，回望祖国一路走来留下的无数坚
定脚步，那是伟大祖国跨越，再跨越的勋
章。想到这些，谁都不禁会感叹一句：厉
害了，我的国！

每一次的跨越，都是祖国和人民自
修求强、精益求精的过程。

君可见，航天人攻坚克难助力祖国
在航天事业大步跨越，揽星摘月。从
1908年冯如制造出中国第一架飞机，到
2003年杨利伟首登太空，再到如今，上
九天揽月壤，实现北斗导航系统全球覆
盖，火星车成功着陆……太空留下越来
越多“中国红”的亮丽色彩。中国，正以

令世界惊叹且永无上限的中国速度大步
跨越在航天强国之路！厉害了，我的
国！你用行动让世人相信——中国不怕
什么“卡脖子”问题，我们有实力跨越一
个个绊脚石。

君可见，共产党人不忘初心推动祖国
在脱贫事业上大步跨越，行稳致远。对于
联合国提出的2030世界减贫目标，我国
提前10年出色完成，全国近1亿贫困人口
全部脱贫，走上乡村振兴、全面小康的康
庄大道。中国给人民、给世界交上一份满
意的答卷。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闹饥荒、
经济凋敝、人民生活贫苦，到如今私家车
普遍，人民的消费由基于生存转变为精神
享受，生产力与消费水平显著提高……70
余年的跨越，见证了祖国带领广大人民白
手起家创造幸福生活的奋斗史。中国的

跨越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随着第一
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我们已向实现第
二个百年目标进军。厉害了，我的国！你
用奋斗让十几亿中国人民脸上笑意盈，手
绣幸福花，脚踏致富路！

君可见，中国博爱友好促进各国共
同跨越，美美与共。国际战场有中国驻
派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身影；国际组织里
有中国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声的身影；
第三世界里有中国贡献中国方案，提供
人道主义援助的身影……世界舞台无不
闪现着中国力量！从被联合国拒之门外
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在自我
跨越的同时推进世界跨越，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厉害了，我的国！你用
担当让世界看到一个开放的、负责任的
大国形象！

伟大祖国走在再跨越的复兴路上，
需要我们每个人做好中国发展的助推
剂。时代的接力棒已经传到吾辈青年手
中，不用扬鞭自奋蹄，脚踏实地向前行，
就是我们对祖国最好的献礼。

何其有幸，生于华夏！何其荣耀，生
于大跨越的时代！祖国啊，请听我深情
告白：“厉害了，我的国！再跨越路上，你
我同行！”

教师点评：
小作者的文章紧扣材料，紧贴时代

脉搏，三个分论点由航天科技的跨越，政
治经济的跨越、到国际参与的跨越，以

“君可见”起始，尽显大国风范。语言凝
练，表现力强，结构清晰严谨，论点有理
有据，让读者也不禁感叹一句“厉害了，
我的国”！ （宁倩）

如果你要问我读书是什么滋味，我会说：读书
就像一朵五彩缤纷的棉花糖，如果你不品尝，就永
远不会知道它是什么滋味。

记得在三年级的时候，我的成绩一直不好，我
的作文简直可以被称为流水账。那时候，我对书恨
之入骨。老师让我们在假期自由阅读，大家都沉浸
在书的海洋里无法自拔，只有我迟迟不肯读书。后
来在老师和爸妈的劝告下，我才勉强觉得：或许真
的该读一读书了。

记得我8岁的时候，才主动翻开第一页书，书名
是《淘气包马小跳》，里面有爱捣蛋的马小跳、河马
张达、企鹅唐飞、多嘴毛超，特别有意思，很快我就
迷上了这本书。记得有一天晚上我躲在被窝里看
书睡着了，竟然梦到马小跳在校园里的有趣故事。

我逐渐爱上读书，手中的书也越读越厚。我看
《三国演义》，一直忘不掉“桃园三结义”的对天盟
誓；我捧着《古诗文选》，仿佛漫游在诗词的海洋
里。我品读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
来”的豪言壮语，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
心照汗青”的爱国情怀，苏轼“荷尽以无擎雨盖，菊
残犹有傲霜枝”的高洁志向。

我埋头钻进书中的世界，像一个旅行者，跋涉
于烟雾缭绕的书山，相见恨晚。读书使我快乐，让
我的人生更加丰富。书，会是我一生的好朋友。

教师点评：文章语句通顺，字词优美，能够很清
楚地把自己的读书经历写出来，很好。是一篇很棒
的作文。 （刘娜）

“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
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一群平
凡的人就在这漫天飞舞的春雪中，就在干涸贫瘠却
又开始焕发生机的黄土地上，在历经苦难却又寻求
改变的中国大地上开始谱写自己平凡却又不平凡
的人生……

再读《平凡的世界》，我已到不惑之年，在历经了
人生的甜与苦、荣与辱、生与死之后，对《平凡的世界》
有了更多的理解与共鸣。孙少安、孙少平仿佛是一
个人的肉体与灵魂，一个脚踏实地，裹在柴米油盐
中，一个向往诗和远方；一个是别人眼中勇往直前的
自己，一个是自己心中不断蜕变的自我。我们每一
个平凡的生命，就是在物质世界对人的羁绊中努力
渴求精神生活对人的陶冶与激励。孙少安以势不可
挡的姿态和温暖无声的态度形成了气贯长虹的“可
怕”气势，毫无悬念地赢得了生活的尊重。孙少平以
顽强倔强的秉性和对理想不懈的追求为青春渲染了
缤纷的色彩，成功实现了从平凡到伟大的蜕变。兄
弟俩的每一次选择都很好地向我们诠释了生命的真
谛——奋斗。“人生就是永无休止的奋斗，只有决定
了目标并在奋斗中，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虚掷，这样
的生活才是充实的，精神也会永远年轻。”任何时候
我们都不应该虚度光阴、蹉跎岁月、辜负生命，只有
不断地追求与奋进，才能让我们的生活焕发光彩，让
生命永远年轻。

再读《平凡的世界》，为一句话我也能痴迷许
久——“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
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这一句不仅
仅是整个故事的自然环境、历史背景，更有可能成为每
个主人公的宿命。“但生活不能等别人来安排，要自己
争取和奋斗。”孙少平、孙少安的命运无法逃脱当时的
历史背景，他们道路坎坷、历经磨难，所以冬天必然寒
冷而漫长…但生活怎能由别人来安排，孙少平、孙少安
像千千万万个奋斗青年一样，用自己最懵懂的意识，用
自己不屈的行动，改写自己的命运，推动着人类历史的
进程，靠着自己的争取与奋斗去迎接属于自己生命的
春天，温暖的春天，这个春天也属于贫瘠土地上每个平
凡的人。我不禁感叹一个平凡生命的渺小，渺小到被
历史的洪流裹挟着从生到死；也不禁感叹一个平凡生
命的伟大，伟大到描绘出绚烂多彩的人类历史。我们
可以选择被历史的洪流淹没，也可以选择用自己的争
取和奋斗去推动人类进步。所以青年人，去争取、去奋
斗吧，无论结果是喜是悲，但可以慰藉的是，你不枉来
这世上走一遭。

再读《平凡的世界》，我才豁然开朗，原来《平凡的
世界》里的每一位主人公就是你、我、他。我们虽然没
有轰轰烈烈的英雄事迹，没有在人类历史上留下浓墨
重彩的一笔，可我们毕竟来过，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的存
在、我们的奋斗，才会变得更温暖，春天会来得更早。

平凡如尘埃，可正是由于尘埃的存在，阳光才
能温柔地洒满大地……

（延川县中学教师 任娜）

平凡在奋斗中闪光
——读《平凡的世界》有感

厉害了，我的国
新区高级中学高一（1）班 郝立恬

亭有“新”名
延安中学高一（19）班 王烁然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延安中学高一（26）班 白意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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