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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达人地花

千浔：
你好呀。
许久未与你写信了。今年，

我来到了新的城市、新的学校。
开学前以为能迅速适应大学生活
的我，不知不觉成了“不习惯”人
群中的一份子。

我无法高效地安排时间、
无法准时吃饭、无法继续拥有
在家时那些琐碎的小习惯……
但在这段不习惯的日子里，我
仍旧选择去读喜欢的书，每天
早晨起床喝一杯热茶后开始打
扫房屋，和舍友插科打诨，在饭
桌上狼吞虎咽，开心时放声大笑
……日子一天天过去，虽然平
凡，我却过得平静而喜悦。是
的，在个人习惯与环境的斗争
中，我毫无意外地失败了，我暂
时放弃了安排时间，随遇而安。
最初的日子里，我只做了一件事
——放弃抵抗，让自己融入环
境，让自己适应环境。

千浔，你是否很惊讶，遭遇
失败的我没有一如往日般选择
逆流而上，而是毫不犹豫地放
弃？是的，正因如此，我可以说，
是我选择了失败，而非失败主动
找上了我。

我是想说，失败，也可以是
一种选择。这并非失败者的借
口，亦非懦弱者的臆想。不应该
总是任由失败被动到来，不应该
永远对失败冷眼相看。失败，为
什么不能是通向未来不可或缺
的一个跳板呢？何不试着去主
动选择失败，把选择权牢牢地攥
在掌心，去减少失败带来的副作

用，保留失败带来的经验与磨
砺。这便是我主动选择失败的
意义。

每个人手里都有一副牌，当
然可以选择主动放弃。这好过
强 行 去 与 强 大 的 对 手 直 接 碰
撞。在自知不敌的情况下，不妨
试着选择放弃。在顺流而下的
时候，仍可以去观察河道里的礁
石，找到未来逆流而上最平稳且
快捷有效的道路；要在不断坠落
的同时，看清一路上每一块石头
的凸起，以后才可以更轻松地找
到 重 新 爬 上 悬 崖 的 最 轻 松 方
式。这便是我选择放弃应该具
备的必要前提。

千浔，成功固然不易，但是
保持一颗平常心去选择放弃亦
难能可贵。在失败过程中，我们
有 机 会 去 慢 慢 磨 练 意 志 与 身
体。不急，我们还年轻，我们还
有失败的权利，可以在成熟后再
去追寻诗和远方，在衰老后选择
去相爱，在厌倦生活后再次热爱
生活。我们依旧可以在失败后
再冲击成功，可以在选择失败的
同时，也为下一次自由地骤起腾
空而蓄力。

千浔，我虽身居在这个暂时
仍算陌生的大学，身居在这个陌
生的城市，但我的心仍在路上。
我相信，只要总是心存渴望，以平
常心迎接失败，生活中一切新的
习惯或者该有的规律，都会如青
草一般，在迈步的同时逐渐成长。

我觉得就是这样。
最爱你的哥哥 旭
×年×月×日

大学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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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存渴望，勇敢迎接失败

□雷圳旭 肇庆学院文学院2021级

——写给妹妹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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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崎骏说过：“成长是一笔
交易，我们用朴素的童真与未
经人事的洁白交换成长的勇
气。”

从呱呱坠地到牙牙学语，
再到进入小学的大门，转眼间
我已经8岁了。成长于我就像
一盒怪味巧克力糖，酸甜苦
辣，什么味道都有。

成长是酸的。告别无忧无
虑的幼儿园生活，我开始了每
天有很多作业的小学生活。有
一次，我用手机做题目、查资
料，刚好被妈妈发现。她不分
青红皂白，误会我在玩游戏，
我鼻子酸酸的，不知说什么
好。

成长是甜的。虽然作业有

点多，但我在校园里还是交了
不少新朋友。我们一起唱歌、
写作业、上课……我不仅学到
了不少知识，还每天都开开心
心的，心里真的像吃了蜜一
样，甜甜的。

成长是苦的？不错。学习
的确有些苦。上次，我们数学
考试，我以为自己会考满分，

结果呢，才考了 78 分，是我有
史以来考得最差的一次。苦
啊，这回去该怎么和妈妈交代
呢？

成长也是辣的。有次爸爸
说带我上山“取经”，结果那天
的太阳火辣辣的，将我的脸晒
得黑黑的。大人都说“一白遮
百丑”，我晒得这么黑，回老家

肯定会被奶奶笑话，说我是
“小黑丫”。不过，我学到了不
少关于大自然的知识，还看到
不少我没见过的小动物，爸爸
说，那就是“取经成功”。

经历过这些酸甜苦辣的事
情，我有点明白了：成长虽然
五味杂陈，但快乐总是远大于
悲伤的。

文 题

上
堂 作文

（本栏目与广州市中学语文教学
研究会联合主办）

教师点评我的赛场我做主
阅读下面材料，按

照要求作文。
奥运赛场：她，一枪

绝杀，逆转夺得首金；
他，臂力千钧，举起大国
荣耀；她们，轻盈一跳，
成就完美；他们，千锤百
炼，追求极致……防疫
战场：她，两针疫苗，护
你安康无恙；他，临危受
命，扛起院士责任；她
们，防护之下，一马当
先；他们，生死关头，日
夜奋战……洪灾现场：
她，以命护子，彰显母爱
伟大；他，拍车预警，劝
人弃车逃生；她们，聚心
协力，守护家园；他们，
不 怕 疲 劳 ，连 续 作 战
……

不同的“场”，同样
的精神，不同的“场”，同
样的荣光！

你的“场”在哪里？
你如何面对？请就此写
篇文章。

要求：结合材料，自
选角度，确定立意；切合
身份，贴合背景；符合文
体特征；不要套作，不得
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
息；不少于800字。

2021 年的确是不平凡的
一年。且看 00 后小将叱咤奥
运赛场，频创佳绩，所向披靡；
且看中国救援队奔赴洪灾现
场，连夜集结，星火驰援；且看
抗疫勇士坚守防疫战场，碧血
丹心，不惧生死。他们在不同
的人生主场，一样活得荣光灿
烂。

“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
可轻年少。”我辈青年亦有属
于自己的场。

博观约取，厚积薄发，砥砺
奋进，此“场”立于个人；万众一
心，众志成城，守望相助，此

“场”立于社会；为天立心，为民
立命，为众抱薪，此“场”立于国
家。面对属于我的“场”，我会
以昂扬的姿态，宣示“我在”。.

所 谓“ 我 在 ”，是“ 我 在
场”，是我在听、在看、在感受、
在坚持。

这是一个快节奏的时代，
有人做事浮躁，急功近利；有
人无欲无求，日日躺平，混吃
等死；有人片叶障目，刚愎自
用，终复项王之败。亦有杨倩

踏实训练十年如一日，一枪展
风华；有马龙纵身负有伤，仍
不忘备赛，追求卓越；有苏炳
添悉心听取国内外专业教练的
建议，科学调整个人状态，终
跑进 9.83 秒的好成绩，跑出

“中国速度”。我辈青年当虚
怀若谷，戒骄戒躁，在个人的

“场”上，奋斗为马，不负韶华。
所 谓“ 我 在 ”，是“ 我 还

在”，是渡尽劫波，人还在，爱
还在。

没有人是自成一体的孤
岛，每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
部分。洪水淹没了郑州城的生
机，却映照出人世间的美好；
奔赴前线的忙碌身影，连夜驰
援的奋斗场景，战天斗地的抗
疫现场……一幅幅感人至深的
画面，展示出了上下一心、同
舟共济的坚强意志，彰显了一
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大爱精
神。世上本没有英雄，有的只
是一个个普通人的挺身而出。

我辈青年，在社会的“场”上，
当努力为他人传递温暖、热情
和勇气。如果我们有爱，便无
远弗届。

所谓“我在”，是对真理与
正义的信念，是责任，是担当。

“禾下乘凉梦，丹心印青
田”，袁隆平将自己的一生都
奉献给了稻田，只为了毕生的
追求，让所有人远离饥饿；新
冠疫情肆虐之初，84岁的钟南
山院士亲赴武汉，勇担重任，
心怀人民，一往无前。在他坚
不可摧的外表下，是一颗仁义
之心，是一腔赤诚热血。正是
有袁隆平与钟南山这样的前
辈，才护得我们“医食”无忧。
如今处身国家的“场”上，我辈
青年更应为天地立心，为生民
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
开太平，心怀天下芸芸众生。

愿我们都能在属于自己的
“场”上扬帆起航，铸就我辈荣
光。

这是一篇堂上作文，在有限
的时间里，谢冰莹同学展现出了
良好的写作素养。全文文脉清
晰，表达行云流水，用三个“我在”
明确响亮地回应了题目关于“你
的场在哪里”的问题，一气呵成。

全文所用事例均为近一两年发
生的热点事件，冰莹同学用浓缩的
语言展示了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

在遣词造句上，也展现出良
好的语言功底，诸如“宣父犹能畏
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等句用得
自然贴切，辞意结合完美，读来妙
不可言。同时，她在分析阐释时，
字里行间充满了年青人的热情和
激情，也蕴含了与万众同悲欢的
悲悯情怀。

我坚信以冰莹为代表的青年
学子，一定会在属于他们自己的

“场”上扬帆起航，铸就荣光。
（广州六中语文教师 肖刚）

这篇作文语言华丽，激情昂
扬，契合了当下写作的行文风格。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场”。这
个“场”或小或大，或窄或宽，都是
用武之地，都是施展之堂。但命题
的重点在“你的‘场’在哪里？你如
何面对”，而作文还是把重点放在
描述他人之“场”，对自己的“场”在
哪里和如何作为描述得不够。

对学生而言，“场”主要应该
在学校，面对的应该是学习。

作为读者，我希望更多地看
到作者讲述自己的“主场”，而非
他人的“客场”。

（羊城晚报高级编辑 何龙）

非师点评

把握人生主场
奏响青春华章
□谢冰莹 广州六中高三（2）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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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第一届赛事中
允许学习节目参加，本届最
大的不同是要求“原创”节
目，这相当于把准入门槛提
高了。

此外，第一届获评“十佳
青年领军舞者”的部分演员
又来参加第二届赛事，总体
上他们的表现都不错。这也
让我们感到欣慰，因为他们
一直在进步，而且进步不
小。中南六省（区）“十佳青
年领军舞者”展演这个平台
本身就是为他们打造的。

——李永祥（广 东 省
舞协主席）

江西的红色作品《那一
抹红》这次获得编导金奖。
该作品突破了以往的概念化
和形式化，所用的是大写意
的方式，反映的是一位先烈
的内心，反映他对革命胜利
的向往和坚定信念。

同时，今年的评分机制
变得更加合理。我们要看到
中南六省（区）“十佳青年领
军舞者”展演的位置和作用，
它不是为了展演而展演，而
是促进舞蹈艺术繁荣的一个
举措。

——赵小元（江 西 省
舞协名誉主席）

湖北的 16 个舞者共带
来 14 个作品，总体上强调

“守正创新”。“守正”，一个是
艺术思想要健康，另一个就
是要遵守艺术的基本规则。
在表达生活上，我们也希望
现在的编导、演员尽可能地
去刻画到人物的内心深处。
本届活动要求展演作品全部
都是原创的，这比较具有挑
战性。这次的演员表演水平
也有较大提升。

——梅昌胜（湖 北 省
舞协主席）

本次展演，湖南主攻民
族民间舞，6个参赛作品有4
个是民族民间舞。我连续两
届都是评委，感觉到这一届
更有看点和亮点。在组织方
面，本届比上一届更加井井
有条，更加规范。在选手方
面，因为上次拿到领军舞者
的舞蹈演员又来参赛了，可
以看到经过一年的沉淀后，
他们更加成熟了；也有很多
新面孔来参加展演，新面孔
能让人看到初生牛犊不怕虎
的那种干劲。

——杨霞（湖 南 省 舞
协主席）

国内特别是我们中南
六省（区），目前国家级的比
赛平台在逐渐减少。我们
中南六省（区）给大家搭建
的这个平台，能够让舞蹈工
作者去展示自己的作品，展
示自己的技能，其目的也是
推动这个时代国家舞蹈艺
术事业的创新发展。我们
希望演职人员们能通过该
平台充分展示自己，同时也
把他们的优秀作品呈现给
大家。

——张小春（广 西 壮
族自治区舞协主席）

海南这次只带来了两
个作品，且都是来自高校的
作品，以大学生的视角对作
品进行编排。我觉得作品整
体的价值取向还是挺独特
的。从艺术呈现来讲，海南
的作品与其他兄弟省份相比
还是有欠缺，需要我们去追
赶。相比而言，海南的编创
力量比较弱，交流机会比较
少。这次参加展演，希望让
青年舞蹈演员多交流，找差
距。

——彭煜翔（海 南 省
舞协主席）

10月 11日-13日，“第二届中南六省（区）十佳青年领
军舞者展演”在广东省友谊剧院举行，并于 10月 13日晚
举行了颁奖晚会。

本次展演由广东、江西、湖北、湖南、广西壮族自治
区、海南六省（区）舞蹈家协会主办，广东省舞蹈家协会承
办。来自中南六省（区）的 59 名舞者同台竞技，一展芳
华。最终，朱瑾慧、依力凡·吾买尔、李奥、冯浩然、常宏
基、杨家伦、齐慧麟、刘家名、李若瑶、杨洋、林晖莛、白杨
梦瑶、叶芸妃、桑怀刚、李萌博等15名舞者获得“第二届中
南六省（区）十佳青年领军舞者”荣誉称号。

本次展演活动沿用“互联网+舞蹈”的惠民形式，对现
场展演情况进行了网络直播。据统计，截至10月13日22
时，共有近28万人次在线观看了该系列展演的网络直播。

中南六省（区）“十佳青年领
军舞者”展演由广东、江西、湖
北、湖南、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
六省（区）舞蹈家协会于 2020 年
创办，计划每年一届在六省（区）
举办。该活动的举办，是六省
（区）舞蹈家协会以实际行动践
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举旗
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
形象”要求，充分发挥行业协会
在文化建设中的引领作用，积极
打造中南六省（区）“十佳青年领
军舞者”品牌，以工匠精神挖掘
培养优秀舞蹈人才，推动舞蹈艺
术精品创作，助力新时代中南地
区舞蹈人才梯队建设，合力筑就
新时代中南地区舞蹈新高地。

本届展演活动为期3天，共举
办三场原创舞蹈剧目展示、一场
即兴舞蹈展示和一场颁奖晚会。

通过初评，最终从六省（区）
脱颖而出的 59 名优秀舞者参与
了现场展演，其中大多数舞者是
六省（区）艺术院团的首席舞者

或是各院校的青年艺术骨干。
展演活动还邀请了中国舞协

副主席、中国歌剧舞剧院一级演
员山翀，以及由广东省舞协主席
李永祥，江西省舞协名誉主席赵
小元，湖北省舞协主席梅昌胜，
湖南省舞协主席杨霞，广西壮族
自治区舞协主席张小春，海南省
舞协主席彭煜翔等六省（区）舞
协主席组成高规格评审团，分别
对舞者表演部分、舞蹈创作水平
进行艺术评定。

本届展演评选出第二届中南
六省（区）“十佳青年领军舞者”

“十佳青年优秀舞者”等荣誉称
号，以及编导金、银、铜奖。最
终，《归》（编导：汪洌）、《红棉红》
（编导：汪洌）、《那一抹红》（编
导：李渊、晏鑫江、黄亦民）、《天
亮了》（编导：陈彦杰）获得“编导
金奖”。此外，组委会还将在舞
谱网上通过网络票选的方式，选
出“第二届中南六省（区）最受欢
迎青年男、女舞者”各一名。

记者留意到，展演活动的即
兴舞蹈环节设置特别有看点,成
为考验舞者“舞功”的试金石,让
观众看得非常过瘾。

据介绍，即兴舞蹈是舞者对外
部世界即时即景的艺术反映，可以
综合考验舞者的表演、编创、临场
发挥能力。每位舞者在展演前15

分钟才收到指定的音乐，稍作准备
后便要上场进行带有技术技巧的
即兴表演。

此外，广东的依力凡、李奥、
朱瑾慧，江西的李萌博，湖北的
刘家名、李若瑶、杨家伦，湖南的
齐慧麟，广西的白杨梦瑶等九位
荣获“首届中南六省（区）十佳青
年领军舞者”的演员，又积极报
名参加第二届展演。

经组委会决定，连续两届获得

“中南六省（区）十佳青年领军舞
者”荣誉称号的舞者，将另授予“中
南六省（区）青年舞蹈家”称号。最
终，李奥、依力凡·吾买尔、朱瑾慧、
李萌博、刘家名、李若瑶、杨家伦、
齐慧麟、白杨梦瑶获授“中南六省
（区）青年舞蹈家”称号。

本次展演还有一大亮点，即
用“子弹时间”记录舞者的“风
暴”时刻，定格最美画面，打造舞
蹈视觉盛宴。

舞蹈环节考验舞者“舞功”

培养六省（区）优秀舞蹈人才

中南六省（区）59名舞者上演“舞林争霸”
文/羊城晚报记者 文艺 黄宙辉 通讯员 芦莹 图/广东省舞蹈家协会提供第二届中南六省(区)十佳青年领军舞者展演在广州举行

即兴

挖掘

中南六省（区）“十佳青年领军舞者”
展演是一个很好的平台，非常锻炼演
员。经过比赛历练，演员会有一个蜕变。

参加第一届比赛时，我跳的是一个
当代舞作品。跳的可能只是一个舞蹈，
没有那么走心。而这一届，我带来的是

《红棉红》这个作品，表现的是一个人物，
一个真真正正存在的人物陈铁军。我每
次跳这个作品，都能感觉到它不一样的
人物内心活动。

——朱瑾慧（广州歌舞剧院首席
演员）

我是第二次参加中南六省（区）“十佳
青年领军舞者”展演，更加享受这个舞台
了。今年带来的作品叫《我们的荣光》，讲
述武汉疫情期间医护人员舍小家为大家，
奋不顾身奔赴抗疫一线的故事。这个作
品已打磨了近一年。去年疫情刚爆发时，
有很多疫情主题作品，所以第一届没有用
该作品来参赛。今年相比较而言，疫情主
题的作品少一些。我们希望用肢体的语
言再次将这份感动带给大家。

——李若瑶（武汉歌舞剧院主要
演员）

现在的优秀年轻演员很需要平台去
展示自己的才华。中南六省（区）“十佳
青年领军舞者”展演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展示平台。

在编创方面，本届展演的题材非常丰
富，有当代红色的经典革命题材，也有古
典题材，还有现当代题材。但是，在编创
方面可能还需要我们编导更静下心来，也
就是沉下心去创作，寻找好的题材，而不
是为了比赛而比赛，急功近利地去做一个
作品。艺术作品其实离不开“人民”这两
个字，所以我觉得艺术作品应该更多地去
表现普通人民群众的生活。

同时，我认为，要成为一个优秀演
员，不光是技艺上的优秀，而是要成为德
艺双馨的舞者，德在前，艺在后，得先立
德才有艺。所以说，青年演员在品德方
面也要严格要求自己，德艺双馨才会德
艺并行。

——山翀（中国舞协副主席、中国
歌剧舞剧院一级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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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南六省（区）十佳青年领军舞者展演大合照

展演作品《我们的荣光》

展演作品《红棉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