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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达人地花
大学时光

长心重语

“校园达人”版“大学时光”栏目现面向高校学生征稿，稿件
要求作者为高校在校学生，内容、体裁不限，每篇不超过 2000
字。来稿请投邮箱：ycwbqc@sina.com，邮件请注明“校园达人”
投稿字样，内文中务必留下作者真实姓名、所在学校名称及院系
和年级等信息，并备注作者本人的联系电话、身份证号码及建行
或工行账号（如无此两家银行账号，也可提供邮件地址及邮编）。

征
稿

作者具有高超的阅读材料与概
括核心观点的能力。首段以“先行
之勇、智行之聪，我最欣赏的当属诸
葛无疑”为全文立纲，态度鲜明，观
点明确；接下来分说两端“先行之
勇”与“智行之聪”，结合史实分析诸
葛之“勇”与诸葛之“智”，言之有据
且言之有物，充分表达出“最欣赏”
的理由，“鉴古知今”贴近时代与现
实，“今”与“古”自然牵连，密合无
间；然后又以“合”的笔法阐述诸葛
之行的范本价值，当今时代，其实大
家都能从诸葛身上获得启迪，勇于
先行，善于智行，实现个人与国家的
新飞跃。

除了结构纲举目张给人以视觉
美感之外，本文亦文采斐然。四字
句、对称句、排比句的运用显示出逻
辑缜密、用词精当、词简意达的深厚
功力，取得了“文质彬彬”、内容与表
达相得益彰的效果。

（华南师大附中教师 盖英俊）

又一次踏上南沙的土地，沿
着宽阔的主干道，我很快就走到
南沙客运港。熟悉的虎门大桥
在远处浮现，一股淡淡的水腥味
飘入鼻腔。

好久没有像这样遥望虎门了。
小时候，爸妈就时不时带我

到南沙游玩。我喜欢在这里的草
地上奔跑、放风筝，感受从水面拂
过的清风。最喜欢遥望壮观的虎
门大桥，看珠江从大桥之下缓缓
流过，不久融入辽阔的伶仃洋。
层层叠叠的浪花没有直扑天际的
野心，却让雄伟的大桥、宽阔的江
面保持着应有的气势。

印象中，南沙是一个遥远的
地方，从广州市区坐车前往，路
上要花费不少时间。人也比较
少，完全没有市区的繁华。一旦
夜幕降临，年少时的我甚至觉得
这里寂静得有点可怕。而虎门
是南沙对岸的一个镇，也是珠江
口的一道门——它是珠江八大
入海口之一。祖国的近代史上，
虎门大桥这方水域曾发生过许
多感人肺腑的故事。

曾经，这里鸦片泛滥，一位
叫林则徐的人，挺身而出，从京
城出发，南下广东，为国家排忧
解难。他是钦差大臣，却不屑与

其他官员一样大搞排场。千里
行程，他自己出钱雇佣伙夫和车
轿，吃着简单的家常菜，随行人
员总共不过十来人。但他雷厉
风行，不辱使命，在成千上万的
同胞都惨遭精神和肉体上的毒
害时，于虎门禁烟，把收缴来的
鸦片全部当众销毁。

曾经，野蛮残暴的殖民者用
武力打破这片水域的平静。年
过花甲的陈连升率领 600 余人
镇守岸边的沙角炮台，面对包围
上来的上千兵力，毫不畏惧，在
敌军攻入炮台后，仍战斗至生命
最后一刻。面对敌人的劝降，与
他并肩作战的儿子最后也选择
了投海殉国。

虎门，曾被狠狠撕裂，成为
祖国近代史上的一处伤痛之
地。但有志之士从未放弃它。
长达百年寻求真理的道路最终
走向光明，侵略者被全部赶出国
门，华夏大地这才恢复了平静。

随后，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在此
展开，不久，自由贸易区在南沙
成立。一个接一个的“南沙经
验”孕育而生，进而向全国复制
推广。智慧海关、信用管税、法
制体检等一系列改革创新成果，
造就令人惊艳的“南沙速度”。

现在，我就站在南沙，遥望虎
门，心中也如眼前的江水一样有朵
朵浪花激荡起伏。近几年，地铁
通了，到南沙游玩已不再遥远。
蕉门河畔的花园、清风吹拂的滨
海绿道，还有一家家免税商品店，
都给我留下新的美好记忆。自由
贸易越发活跃，新的建筑拔地而
起，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广东首条
豪华游轮航线也从虎门这个入海
口开出去了……如今的虎门，就是
一道朝世界敞开的大门。

在我感叹大桥的雄伟之时，
弥漫着薄雾的江面，不知啥时又
有一艘航船驶出港口，正要扬帆
远航。

文 题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作文。
曹操平定北方后，率大军南下，逐刘备，进逼东吴。东吴方面分化为主

降派和主战派，主战派主张联刘抗曹。刘备也有联吴抗曹之心，派诸葛亮
前往东吴游说。诸葛亮先用激将法，后分析时局，孙权听后心动。都督周
瑜力主抗曹，并指出了曹军的不利因素，最后孙权断案立誓，联刘抗曹。

在广佛中学“鉴古知今”的主题读书会上，大家围绕这个故事展开了热
烈的讨论。面对强敌，孙权、诸葛亮、周瑜均有出彩的表现，谁才是你最欣
赏的人呢？请写一篇发言稿，体现你的认识与思考。

要求：自拟标题，自选角度，确定立意；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
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上
堂 作文

（本栏目与广州市中学语文教学
研究会联合主办）

【学生作文】

教师点评

鉴古知今，

前些天，“可能是世界上跑
得最快的副教授”苏炳添和青春
帅气的雅典奥运会跳水冠军杨
景辉等奥运明星空降“云课堂”，
为广州中小学生带来不一般的

“开学第一课”——由广州市教
育局、广州市妇联、广州市广播
电视台联合打造的“青春开学
礼”广州开学第一课，开讲后大
受好评。

此外，主办方还邀请了包括
《最强大脑》中国战队联合总领
队攸佳宁博士、曾经4次与科学
家霍金见面的李淼教授、钟南
山院士团队核心成员之一的桑
岭医生、拥有 600 万 +粉丝的

“网红禁毒警官”张胜春、专业
拯救生命的精锐队伍蓝天救援
队等在内的诸位嘉宾，共同为

全市学生带来别开生面的各种
“开学第一课”，有的讲法律，有
的讲规则，有的讲安全，有的讲
道德。

这无疑是十分有意义、十分
有新鲜感的事，这让青少年更明
白我们该有怎样的偶像，谁才是
我们该追崇的偶像。

每个人都会有偶像，不同的
偶像会带来不同的人生。选择
对了就会有“对的人生”，选择错
了，就可能会面临“错的人生”。
我们的偶像不该是“扭扭屁股几
十万”“唱首歌曲几百万”“演个
电视三千万”的所谓的“青春偶
像”，娱乐至死不是我们该追求
的人生。做一个有理想、有抱
负、有家国情怀的人，人生的价
值才能得以体现。当钟南山、袁

隆平成为青少年的偶像，当军
人、医生、教师、科学家成为青少
年的偶像，我们何愁没有美好的
未来？

国家网信办开展了为期两
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暑期网
络环境专项整治，同时大力整治
明星话题、热门帖文的互动评论
环节等，这其实就是要让青少年
远离“没有意义的偶像”“危害社
会的偶像”。青少年时期，正是
人格形成、价值养成的关键时
期。这个时候，谁能成为他们的
偶像，他们就很可能“长大后我
就成了你”。倡导青少年追星要
追“科学之星”“文明之星”“英雄
之星”“道德之星”，这便是广州
这样的偶像带来“开学第一课”
的现实意义。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读罢吴蜀联合抗曹的故

事，我感受颇丰。当历史照进
现实，孙权、诸葛亮、周瑜皆为
启迪世人的俊彦豪杰，然而论
起先行之勇、智行之聪，我最
欣赏的当属诸葛无疑。

诸葛之勇，在于其甘当
打破吴蜀鸿沟、尝试联曹的
第一人。时局更易，国势飘
摇，试想曹军以旌旗蔽空之
势兵临城下，“联合”自是绝
佳之策。身居风暴中央的蜀
地，难晓东吴主战主降之势
孰高孰低，诸葛孔明却愿意
以国家大业为灯，擎灯涉路，
率先打破吴蜀对立的僵局。
纵然联合抗曹的成功离不开
两国兵将的共同努力，但敢
于率先进行尝试的孔明才是
当之无愧的开拓者、引路人。

鉴古知今，我们应当尊
崇并学习这份先行之勇。于
个人，要勇于率先开启联合，

打破孤身踟蹰之势；于国家，
当勇于先人一步把握命运，
共同担起大国责任。先思不
难，先行不易，蜀相之勇，值
得世人思考。

诸葛之智，在于其讲究
策略技巧，准确把握时局。
既立足脚下的土地，又对将
行至何处、如何行路，有极为
明晰的规划。“如何在东吴主
战主降之间掌控立场的高
地”，这与当今人才竞争、大
国博弈如何制胜有共通之
处。诸葛亮向我们提交了一
份完美示范卷：战术上，他善
于取巧，旁敲侧击，巧用“激
将法”；战略上，他分析时局，
做足准备，不予对手回旋之
机。大处有把握大局的襟怀
和魄力，小处有讲究策略的
精巧之思，此非行大事者所
不得就哉？

将诸葛之智放至当下，
我们须知：紧紧把控全球化
的时代脉搏，因时而变，因势

而动，在眼观六路的基础上
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这些
于成事者尤为重要。

诸葛之勇之智，是经得
起历史考验的时代范本。放
眼民族发展历程，我们的前
辈亦有开辟新途、以燎原星
火以启山林之勇，有联合工
农、上下斡旋之智；欣欣向荣
的中国企业，亦无不有开拓
先行之勇、核心攻关之智。
凡此为例，不胜枚举。于抗
曹之胜局而言，诸葛亮的勇
与智是根基，孙权与周瑜的
配合是进一步的推动。根基
稳固，辅以配合，方能如虎添
翼。当今时势，机遇挑战并
存，于三国争雄有过之无不
及，时人唯有守住根基，勇于
先行，善于智行，方能实现个
人与国家的新飞跃。

愿你我勇当先行者，学
做智行人。

我的发言到此结束，谢
谢大家！

勇当先行者，学做智行者
□庄彤林 华南师大附中2021届

非师点评

此文最大的优点在于古代汉语
底子，充分显示了古汉语的风采与韵
味。虽然有个别句子，尚待推敲，但
总体看，作者古汉语功底值得赞扬。

主题阐释，基本到位，但最后一
个段落写得有点落套，比较空泛。
如果能够在前文“思难行更难”层
面，探求一个独到见解——专属你
个人的看法，也许会在中国古典名
著众多大家评价分析之上，翻新出
前无古人的观点。

我建议中学生要大胆思想，站
在巨人肩膀上，面朝未来，面向 21
世纪。新的历史境遇，会让我们迸
发新的灵感。应当在文章中敢于提
出与前人不同——具有个性化光芒
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眼前一亮，
且见解精辟独到的文章，才会是我
心目中真正上佳的作文。

（广州岭南文化研究会会长、广
东财经大学教授 江冰）

遥望虎门
□李若涛（西南大学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2019级本科生）

“青春开学礼”上的偶像 □郝冬梅

期待生发新灵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