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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意义的成功，就是昨天比前天好，今天

比昨天好，人生的轨迹始终向高处攀伸，让自己

始终行走在奋斗的道路上。 ――题记

关于梦想，做了才是梦想；不做，永远是梦和

想。我，一个普普通通的初中生，为了实现心中的

绘画梦，一直行走在奋斗的道路上。

6 岁，我第一次走进了画室，第一次见到了

五彩斑斓的教室，红一块，绿一块，一抹黄，一抹

蓝，仿佛阳光装满了整个心房。许老师亲切地喊

着我的小名，招呼我坐下。只见她弯下身子，拿

起画笔快速地勾勒。不一会儿，一个活泼可爱的

小男孩就跃然于纸上。“瞧，你多可爱！”许老师

摸着我的脑袋，温柔的话语在我耳边响起。我忐

忑的心也安定下来了，不知不觉也拿起画笔开

始了涂鸦。那时，我仿佛一条遨游在大海中的小

鱼，快乐地嬉戏玩耍，我的心是自由而透明的！

周末的清晨，当第一抹阳光温柔地洒向屋

顶，一个专心致志、手拿画笔的小男生已经坐在

了画桌前，那个小男生就是我。每个周末我都会

跟随许老师学画画。我学会了勾勒和渐变，学会

了色彩和涂描……在绘画的世界里，我可以自

由想象，我渐渐地爱上了绘画！经过老师近四年

手把手的带教学习，我开始崭露头角，先后通过

了美术设计、西画的专业测试，我的作品也在各

级各类比赛中频频获奖。绘画的世界是彩色的，

一直如阳光一般温暖着我，正如陶渊明诗中所

言“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已经是晚上十点钟了，我的画还是在上色阶

段。我有些烦躁地挥动着画笔，不由得恼火自己

的慢速度，还能完成么？初中生最宝贵的就是时

间，为了画画，我已经投入了近 10 个小时，周末

作业都还没完成！我的心如火在燃烧，此时绘画

让我陷入了困境。放弃吧，初中生当以学业为重！

我给自己寻找借口，两幅作品实在熬人，算了下

次再参加吧！可当我起身整理，准备离开时，看

着十个小时的劳动成果又有点不舍，回想起晨

起的构思，三餐饭都是草草了事，真的要放弃么？

我小心翼翼地抚摸着画纸，纸张与指尖的温度

仿佛融在一起了……最终，我打消了放弃的念

头，决定继续画下去。我手中的画笔在橘色暖光

中嬉戏，我抿着嘴，眉眼里尽是认真，仿佛这一

刻，我的一切就在这作品上，由浅入深，细腻涂

抹。此刻我仿佛就置身在一场盛大的嘉年华中。

在这漆黑的夜晚，明亮的灯光仿佛是这个世

界唯一的光芒，我孤身一人在这灯光中，继续摸

索着前行的道路。在这一切都是未知数时，只有

自己才能把握住未来。我既然决定了自己的道

路，要一直走下去！

一个月后，喜报传来，两幅作品分获临安区

一等奖，杭州市三等奖；两个月后，又收到一等

奖的作品被推送至浙江省参评的好消息。原来

幸福真的会眷顾努力奋斗的人！我明白绘画不

只是艺术，更是成长中经验的积累，蕴含着做人

的道理。

梦想远么？不！行走在奋斗的路上，我会离

梦想越来越近……

行走在奋斗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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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郑语涵

指导老师

吴芳芳

独赏一片树叶，从发芽到碧绿到飘落的

诗意。

发芽时萌化了春，碧绿时羡煞了夏，飘落

时孤独了秋……时光在童年的贝壳上印出了

道道刻痕，是你陪我走过了游泳之路，尽管没

有通过考核，但你的话却改变了我的游泳道

路。

老师口中吐出一个又一个通过游泳考核

的人名字，被报到的名字的人都欢呼起来。这

里面，却唯独……没有我。换好衣服，走出游

泳馆，拉着你的手，内心仿佛从珠穆郎玛峰跌

入了十八层地狱。

又仿佛浑身被荆棘缠绕，像在踏着楼梯

就要触碰到成功的一刹那，却脚一滑，落入了

万丈深渊。

思绪回到现实，望向你，呢喃道：“妈妈，

我是不是很没用？”你拉着我，道：“我们先在

这里看一会儿别人游泳吧。”又用手一指。

顺着你手指的方向，我轻轻抬头，仰目望

去。那里泳池的一个角落，在那游泳的人泳姿

各式各样，有仰泳，自由泳，蛙泳，狗刨，等

等。

你向我解释道：“那些人是自己来游的，

没有人教没有人管，在他们眼中游泳不是考

核、不是考试的加分点，而是心中的自由，轻

松的游戏。要再下去试试吗？”

我摇摇头，轻声道：“算了吧。”你顿了顿，

又道：“其实你这样也挺好的，虽然泳姿丑了

一点，但毕竟也算会游，可不像我在水里只能

走。”又拍了拍我的肩，“我相信你！”

心底那原来被冷水扑灭的小火星又慢慢

燃了起来，并似乎要变成燎原大火。我缓缓抬

头，点点头又报以一抹微笑。下水、吸气、蹬

墙、打腿、划手、换气，整个过程一气呵成，行

云流水。

炎炎夏日，我在泳池里恣意地游，毫不顾

忌周围人的目光，如同一条美人鱼，尽情展现

着这并不很美，却充满着自信、喜悦和欢快的

泳姿。

似乎在把之前所压抑着的不快、委屈，全

部宣泄出来。

在游的过程中，我体会到了妈妈所说的

自由和轻松。我恍然大悟：游泳，从来不是为

了通过考核、加分的手段，而应该是心中的自

由、愉快的游戏。

这是我第一回将游泳游得如此的轻松和

畅快，尽管刚刚还未通过考核，尽管刚才还十

分失落。

虽不漂亮却也是游泳，我在人们的目光

和泳池边树叶的阴凉中，演绎出夏日最美的

畅游。

畅游

去某小学听毕业班的作文课，某老师指导学生写作文的

开头，让学生学习“引用歌词法”。比如，写《母亲》，引用《母亲》

这首歌开头：“你入学的新书包，有人给你拿；你雨中的花折

伞，有人给你打……”比如，写《童年》，引用《童年》这首歌开

头：“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

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某老师指导完，让学生一试身手，

试用这种方法写一篇作文的开头。有很多学生想不出合适的

歌词，急得抓耳挠腮。

评课时，我否定了某老师的这种教法，说让学生按这种套

路教学生写作，太刻板，太绕弯。题目是什么，就可以开门见山

写什么，何必让学生搜肠刮肚去想歌词呢？

某老师不服，说，歌词句式整齐，语句优美，朗朗上口，还

有韵律感，借歌词开头，先声夺人，可以把判卷老师震住，容易

得高分。

我无语。“分，分，是老师和学生的命根。”结果，真如某位

老师所说。期末考试，他所带班的语文成绩在全县名列前茅。

某中学一位很有名气的语文教师，多年来所教毕业班的

成绩在全校甚至全县一直名列前茅。每年 40多名毕业生中大

概有 10名得满分。一次，我向他请教作文教学的“秘笈”，他很

自豪地说：“无他，‘五段三层法’而已。”

何谓“五段三层法”呢？他给我做了较详细的讲解。

首先得做好准备工作：背若干范文，积累若干万能开头和

万能结尾。

背的范文要求事迹典型、内容具体。万能开头和万能结

尾，都是富有文采的语段，要么辞藻华丽，要么句式整齐，要么

铿锵有力，要么表达方法丰富，要么引用诗词歌赋、名言警句

……

以作文题《宽容》为例，以上材料是这样拼凑的：

开头：
宽容是人类生活中至高无尚的美德。因为宽容包含着人

的心灵，因为宽容可以超越一切，因为宽容需要一颗博大的

心。因为宽容是人类情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这种情感能融化

心头的冰霜。

中间：
写一件有关“宽容”的事。这件事要分三段来叙述，分别为

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

结尾：
生活，往往纷繁，又常常平淡。正因为宽容如水，使纷繁经

过过滤变得纯净；正因为宽容似火，使平淡通过锻烧日趋鲜

明；更因为有这诗般的宽容，才赋予人生以艺术，赋予生命以

永恒。

为什么要强调开头和结尾嵌入富有文采的语段呢？评卷

老师判作文时间紧、任务重，一般都采取“秒杀”的办法，没时

间读完全文，往往开头结尾溜一眼就给分，开头用那样的语段

也是为了把评卷老师“震住”，结尾用那样的语段是为了把评

卷老师“唬住”：开头精彩，结尾利落，中间肯定也错不了，高

分！

这样的作文虽然是七拼八凑，但紧扣题目，内容具体，层

次清楚，首尾照应，语言优美，几乎找不到大一点的毛病，不得

高分才怪呢！

前不久，在著名特级教师张丽钧的公众号中看到《高考阅

卷，我更愿意为这样的作文打高分》一文。他曾经分别与几位

高考作文阅卷归来的老师聊，问他们更愿意为怎样的高考作

文打高分。其中有些老师直言不讳———

“我愿意为引用多而准的作文打高分。”“我愿意为语言有

文采的作文打高分。”

瞧，在小学引用歌词开头的作文，在初中用引用万能开头

和万能结尾的作文，均符合上面两类给高分作文的标准：一是

“引用多而准”，二是“语言有文采”。

套路作文，就像市场里的假花，虽然看上去绚丽多彩，但

没有芬芳，没有生机，没有灵气；套路作文，更像商场里的塑料

模特，那脸蛋，那身段，几乎无可挑剔，却是没有血肉，没有温

度和灵魂的躯壳。

当下套路作文在媒体上屡遭诟病，然而在教学实践中，老

师依然你批评你的，我教我的；学生依然你批评你的，我写我

的。批评者不是判卷老师，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一句话，

只要评价体系不改，套路作文会长盛不衰。

一年高考十二年抓。从小学到高中，作文评价导向都是如

此，哪一位老师，敢拿学生的前途当儿戏？哪一名学生敢拿自

己的命运开玩笑？

什么样的作文应是好作文？叶圣陶曾说：“作文就是用笔

来说话。作文要说真话，说实在的话，说自己的话，不说假话、

空话、套话。”鲁迅在《作文的秘诀》中也毫不留情地指斥所谓

的“作文秘诀”：“作文若真有秘诀的话，那就是‘有真意，去粉

饰，少做作，勿卖弄’而已。”两位文学泰斗的话，无不昭示着这

样一个道理，那就是：“真情实感”是一篇作文的灵魂，应作为

评价学生作文的第一标尺。

套路作文，文风不正，缺乏真情实感，能应付当下考试，却

应付不了将来的生活。虽然试卷上作文分数很高，但写作能力

却没有得到有效培养。这样训练出来的孩子，将来很难写出真

正属于自己的东西。

然而当下套路作文却备受判卷老师的青睐，这是一种很

可悲的现象，这种评价方式亟待纠正。

张丽钧老师为上面那些老师的回答感到遗憾，她感叹道：

“只有当我们意识到了‘过于注重文章的华丽度、花哨度乃是

语文老师最需要疗愈的顽疾’，我们的作文教学水平才可能获

得真正的提升。”

我们期待着这一天早日到来！

（作者为基层教学管理人员，转自 《中国青年报》）

套路作文能走多远？
□ 李福忠

教 育 视 窗

绎
城南小学
五（4）班
周许乐

指导老师

王辰窈

半生岁月擦肩而过，如春日落英

了然无痕，她曾想在三尺讲台上，座

下桃李满林，而我想多爱她一丝，让

曾意气风发的她慢一些老去……

洗发水的浓香溢满了温馨的小

屋，母亲弓着腰，秀发垂在胸前。阳光

斜斜地渡过纱窗，染在母亲乌黑的发

梢。镜子上早已雾气重重，斑驳陆离。

我享受着水滴凝在发尖滚落的声响。

乱蓬蓬的头发浸在水中，一阵彻

凉。“水温可以吗？”母亲轻语道。我

拉回游离的思绪，回应了一声鼻音

“嗯”。母亲挽起袖子，用清水浇洗着

我的头。那早已失去青春的双手来回

在我的黑发间穿梭，极其温柔地揉搓

着，水伴着手的轻舞飞扬，也如莲池

中溅起的朵朵浪花，一次又一次冲刷

我的黑发……

母亲用手压了压洗发水的瓶子，

挤出一团青绿的液体，在我头上抹

匀，头皮被轻轻按摩，酥酥麻麻，一股

清凉深深扎入心田……“哗哗———”

的流水声又响了，水池中的水开始上

升。母亲沾满泡沫的手对我的头进行

了再一次的揉搓。我静静地享受着母

亲指间的温柔，享受着夏日这一抹清

凉……水过，发净。半晌，吹风机发出

隆隆的声响，吹去发尖凝结的水珠

……阳光如碎屑般，静静地铺满了窗

台，母亲的手如同优美的芭蕾舞演

员，跳出了夏日午后最美的舞姿……

落英缤纷，流水潺潺，世界愈发

美好，只因我们一起走过……

曦光灿灿，暮色漫漫，生活更加

多彩，只因我们一起走过……

风声回转，雨丝轻溅，心灵更显

澄澈，只因我们一起走过……

爱，无声

绎
农林大附
小五（3）班
季诺

指导老师

虞璐

我望着眼前的彩霞，有种别样的美。似

乎，和以前看到的不一样了……

那时的我，大概六七岁左右。记得那是一

个很普通的夏天的午后，妈妈接我回家，我走

在前面，妈妈走在后面。

午后的蟋蟀格外精神，它们藏在那绿得

油亮亮的树叶后面却“知了，知了”地叫个不

停，这仿佛是夏天独特的伴奏。鸟儿在蓝色的

天空下飞来飞去，偶尔有一丝两丝云朵，小的

鸟便不见了，大的鸟就在一旁等待。我轻松地

摆动着双臂，嘴里哼着欢快的歌儿，似乎世事

与我无关。我不时转过头去，总能看见一种独

特的、慈爱的目光，我的心总是被这种目光照

得暖洋洋的。

我若无其事地走着楼梯。开始时我还是

很规矩地走，一步一个台阶，拾级而上；可走

了一两层就不一样了，我开始跳着走了，两步

并作一步；大概是越走越精神了，我嫌这还不

够有意思似的，于是我开始欢快地舞动起来

了，我开始自编自演起有趣的“楼梯舞”———

每一阶都要跳两下才可以。

一、二、三，一、二、三……我越跳越快，越

跳越起劲……正当我沉浸在自己无比疯狂的

楼梯舞蹈之中，突然，我一只脚踩空了，那只

脚连续滑了好几阶台阶下去，与此同时，我另

一只脚试图带动滑下去的那只脚，慌乱地往

上踏了几步。然而，这些都是无济于事的，我

的脚还是华丽丽地再次滑了下去。这下，受伤

的可不只是可怜的脚了。我的脸也趴在了冰

冷的台阶上，突如其来的“面壁之灾”弄得我

狼狈不堪，就连平时灵巧的两只手臂，也没有

“幸免于难”，双双俯首称臣。

一连串惊吓过后，剩下的就只有疼痛了

……我的手臂和腿的皮都划破了，这不是很

痛，最痛的是我的嘴唇！火辣辣的疼痛就像涌

起的泉水咕嘟咕嘟从心底钻出来，可能这个

时候我的嘴唇已经成了火炉上烤着的的香肠

了吧，还有血不时从伤口中流出。

我不知道当时是怎么忍住的。在妈妈上

来之前，我提前抹掉了在眼里打转的泪水，抑

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妈妈赶到时，我只是简单

地说了一句：“我摔倒了。”我没看妈妈的目

光，我怕看了她关切的目光会哭出来，更怕被

妈妈看到我红红的鼻子和眼眶还有那像香肠

一样的嘴巴。

也许那一刻，我已经品尝到了成长的滋

味了……

那一刻的疼痛

夏日的成长

1. 国家开放大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招生截止 9月 12日）

高起专：会计学 行政管理 法学 电子商

务 工商管理 建筑工程技术 建筑工程管

理 旅游管理 数控技术 机电一体化技术

计算机信息管理 学前教育 药学；

专升本：会计学 行政管理 法学 工商

管理。

学制 2.5 年。

★“一村一名大学生”项目：

高起专：农村行政管理 林业技术

学制 2.5 年 。

2.临安区退役士兵高等学历教育

退役一年之内的城镇自谋职业的退役士

兵和农村退役士兵，报读国家开放（中央电

大）大学，所有学杂费由政府全额负担，专业

层次同上。

3.大连理工大学（预计招生截止 8月底）

专升本：水利水电工程 电气工程及其自

动化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道桥方向）网络

工程 船舶与海洋工程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起重机械方

向）工程管理 工商管理 公共事业管理 物

流管理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 人力资源管理 金融学。

学制 2.5 年。

4.福建师范大学（预计招生截止 9 月中
旬）

专升本：学前教育 小学教育 公共事业

管理 思想政治教育 体育教育 法学 心理学

旅游管理 财务管理 美术学 电子信息工程

软件工程 英语 汉语言文学 行政管理 历

史学 图书管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商管

理 经济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物理学 化学

生物科学 地理科学 金融学 社会体育指导

与管理 视觉传达与设计。

学制 2.5 年。

5.北京中医药大学（招生截止 9月中旬）
中专起点专科：公共卫生管理。

学制 2.5 年。

专升本：护理学 中医学 中药学 针

灸推拿学 公共事业管理 工商管理。

学制 2.5 年。

中专起点本科：护理学 中药学 中医学

针灸推拿学。

学制 5年。

招生截止时间：（所有高校招生受政策限

制人满即止）

符合毕业要求的，颁发相应高校的毕业

证书，教育部电子注册，国家承认学历。

达到授予学位标准的可获得学士学位证

书。简章备索。

咨询 电话： 电 大 招 生 办 63715520

63710080

13750883177（葛主任）

13868017373（黄老师）

13067836669（张老师）

报名学习地址：锦北街道临天路 2201 号

（临天桥头老临中）

网址：www.latvu.net

2020年秋季临安电大招生信息
受政策控制：名额有限，报满即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