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色之旅》这本书被一页一页地翻过，我渐渐明白了，原来
“红色之旅”指的是沿着革命先辈的奋斗足迹，去参观、瞻仰那些革
命纪念地、标志物，缅怀先辈们的革命业绩，体验他们的革命经历，
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从而增强爱国主义情感，坚定共产主义信
念，立志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到新中国的成立，再到我们现在的幸福

生活，这中间，不知有多少革命先辈抛头颅，洒热血。我们要珍惜现
在的大好时光，并时刻缅怀那些为新中国建设而牺牲的革命先烈。

我被《红色之旅》书中红军长征的故事吸引了。在敌情异常凶
险、行军作战十分紧张、生活极其艰苦、医药奇缺的环境里，红军完
成了长征，在中外战争史上实属罕见。
红军战士心怀共产主义必胜信念，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

益的远大理想，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敢于战斗，敢于胜
利，谱写了一曲感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史诗！

走过“红色之旅”，心中充满着感人肺腑的革命故事，脑中浮现
出一幕幕难忘的画面。这次“红色之旅”增强了我的爱国情怀和革
命精神，使我的心灵受到震撼，思想受到启迪。

难忘的“红色之旅”
盘湾小学五渊3冤班 韦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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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是一道方程式，一道难解的方程式。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有谁能解答。

苏格拉底几千年前高呼要认识你自己，又有谁能认识
你自己。庄子说顺应天地法则，无欲无求，就能逍遥遨
游，但有几人能成为至人，神人，圣人？王羲之清醒地意

识到等同生死，混淆寿夭是多么的荒唐，但是他不能明
白于心，于是他写下兰亭序，希望后之览者能继续思考
解答这个难题。

谁能借我一双慧眼，让我把这纷扰，看得清清楚
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我们常常被人生这道方程式困
扰，纠结着，但倔强的本能让我们始终没有放弃对未来
的追求，没有熄灭心底顽强求索的激情之火。“黑夜给
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人生是一道方程式，人的一辈子都在求解。
他徜徉在汨罗江畔，眼中写满对楚国山河大地绝

望的爱恋，头戴巍峨之冠，身着兰草之服，纵身一跃，拥
抱着最后的尊严和楚国相始终。那四溅的水花是对他
的礼赞。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这是屈原对高洁人生的
解答，为了尊严，他慷慨赴死。
当面对生和死的两个极端，选择哪一个带入人生

的方程，司马迁极端痛苦：在受辱之前自杀，不失为诤
谏烈臣，但与蝼蚁有什么不同？在生死之间，当生命与
事业，当尊严和理想冲突时，司马迁选择屈辱地活。弃
小义，雪大耻，这是他对奉献人生的解答。
“以死明志，用生践志”，这样杰出的生和死构成了

这个民族的精神大厦，千百年来也是人生的完美解答，

指导着我们：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人生是一道方程式，答案复杂。不能同流合污而葬

于江鱼之腹是屈子的人生之解，为成一家之言而著《太
史公书》是司马迁的人生注解。可是，选择自杀、以《人
间词话》传世的王国维的人生却是无解的，因为他因迷

惘而自杀，而《人间词话》也不是他人生的终极目标。同
样潜心向佛，达摩面壁九年图破壁，成了一代禅宗，他
追求的就是彻悟，成佛自然成了他的人生之解，顺治帝
五台山出家是“我今撒手西方去，不管千秋与万秋”，他
是对帝王之家的逃避，他的人生也是无解的。其实，无
解也是人生的解，不是每一道方程式都有解的，当然，
无解的人生是有缺憾的，令人叹息。

人生的方程式是否有解，关键在于人生有没有方
向和目标，有了方向，放下屠刀，也能立地成佛，向善是
人生的方向，成佛是完美的人生答案。

人生有了目标，就有了求解的动力，也许这个过程
很艰辛；也许会耗尽所有的青春年华；也许终生都生活
在不解，贫穷，悲惨之中；也许还要沉寂百年。像梵高，
厄运是他永远的朋友，这个孤独的人用自己的画笔，创
造了另外一个理想国度，在这个国度里，有旋转着的星
光，有怒放的向日葵，这位疯狂的天才展现在人们面前
的是富于无限激情的全新世界。只要有对生活的渴望，
短暂的生命也能绽放出永恒的光彩。

追求了，就没有遗憾，“天空中不留下我的痕迹，但
我已经飞过”，人生之美，美在求解的过程。

人生是一道方程式
射阳中学高三渊18冤班 范文浩

7月 23日上午，赤日炎炎，但仍挡不住我们寻
访红色足迹的脚步。

上午 8点半，我们来到了位于县城西郊后羿公
园旁的中共华中工委纪念馆。来到大门口，大门上
方的“中共华中工委纪念馆”几个红色的大字一下
子就吸引了我们的目光。

进入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巨大的浮
雕，主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前方战斗，华中工委
带领华中军民支援前线的画面。浮雕的左半边是淮
海战役前线战斗的场景，右半边是华中百姓浩浩荡
荡支援前线的场景：有的父子推车，有的夫妻挑担，
有的爷孙牵牛赶马……支前洪流，滚滚向前，绵延
不绝。我仿佛听到了独轮车的车轮声，人们匆匆前
行的脚步声，扬鞭赶马的吆喝声。

华中野战军撤出华中后，华中全境沦陷，陈丕
显等以华中分局名义在华中地区主持工作，坚持原
地对敌斗争。为了统一和加强对华中地区党、政、军
的领导，1947年 11月 10日华中工委、华中军事指
挥部、华中行政办事处在射阳耦耕堂成立，成为华
中解放区政治、军事、经济的指挥中心。华中工委成
立后，以射阳为依托，领导、指挥着整个华中敌后军
民坚持原地武装斗争，有效地牵制了国民党的主
力，配合了正面战场作战；通过土改工作，巩固了党
群关系，激发了华中军民忘我支前的积极性；通过
战争洗礼和培训教育，培育了大批革命干部，为夺

取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
历史贡献。
华中工委组织了永载史册的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的支前工

作，为夺取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不可磨
灭的贡献。特别是华中军民坚持敌后斗争、不畏艰难险阻、勇往直
前的精神永远值得我学习和发扬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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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人的生命在历史长河中，都是平凡而又渺小的。但当这
平凡而又渺小的生命，义无反顾地将每一个细胞，每一滴热血交付
于国家的兴旺，民族的振兴，交付给正义、真理，交付给历史发展必
然的民主、自由时，这平凡而渺小的生命就会熊熊燃烧，迸发出永
不熄灭的光芒。

生命是人最宝贵的财富，无数英烈用他们的生命，谱写了一曲
曲壮烈的爱国乐章。难道他们不知道生命的可贵吗？不！他们也非
常珍惜自己的生命，但是他们深深懂得：在祖国生死存亡之时，作
为一个中国人，保卫祖国是自己的责任，为了祖国的解放，先烈们
抛头颅洒热血，战火中出生入死，监牢里坚贞不屈，刑场上大义凛
然。
我们不应忘记那些已逝的英魂。
那用血肉之躯举起炸药包的董存瑞，他炸掉的又何止是碉堡，

他炸掉的是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
那用胸膛堵住枪口的黄继光，他堵住的又何止是敌人的枪口，

他堵住的是美国侵略者的铁蹄。
那面对敌人严刑拷打而坚贞不屈的江竹筠，她用自己的生命

展现了革命烈士的风采。
那面对死亡的铡刀而从容不迫的刘胡兰，她早已把生死置之

度外，她用生命诠释了共产主义的真谛。
风萧萧兮易水寒，护国心切血未寒。革命家们爱国的情，依然

是鲜明的，依然在沸腾、在传承。他们不求与天地长存，但求死得其
所的精神似一缕阳光，驱逐着周围的黑暗；又似山峰，风雨后沉着
坚定，他们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先人后己，保家卫国，自强不息。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淡忘了许多回忆，但我相信人们没
有忘记现在的国家是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是无数英烈用鲜血
染红了红领巾，使祖国腾飞，让世界震撼。

岁月流逝，初心未改。不论在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还是在激
情燃烧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或是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时代，英
雄精神，代代相传。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
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烈士们走了，在历史车轮的转运下，他们的
身影似乎日渐模糊。但是，我们分明看见了英雄们的光芒四射。中
华儿女正秉承烈士遗志，沿着先辈的光辉足迹奋力前进。

作为青少年，我们应该继承革命先烈的高尚品质，秉承他们的
遗愿，沿着他们闪光的足迹，发扬他们用热血和生命铸就的革命精
神，立志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立志为人民作贡
献、为人类作贡献。

让红色记忆永远留存
县第四中学九渊2冤班 徐慧霖

他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的一个贫困家庭
里，7岁成了孤儿；他 1940年 12月 18日出生，却于
1962年 8月 15日意外去世，只活了 22个年头，却被
人称赞；他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他是人民解
放军战士，是平凡而伟大的士兵，是激励一代又一代
人的道德楷模。他就是被毛主席题词要求人们学习
的榜样———雷锋。

暖春三月，雷锋的事迹传遍了每一个街角巷口，
雷锋的“螺丝钉”精神家喻户晓，感染着每一个善良的
人。雷锋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可他的灵魂永在人间，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向雷锋同志
学习。

学习雷锋，做有道德的人。这是一个倡导，却并
不是一项任务。有些人知道雷锋的感人故事，却从不

做好事，有些人只听过雷锋这个名字，却默默无悔地
在做像雷锋一样的事。“人之初，性本善”，在我很小
的时候，就听过《三字经》的这一句，意思应该是人在
很小的时候，没有受过外界的影响，本性是善良的。

每当读完这句话时，我心里总是会想：是环境污浊了
人的思想，还是人污浊了环境？

学习雷锋，做有道德的人，再次写出这句话，脑海
空白了许久……接二连三地涌现出一个个当代雷锋：
肉串慈善家阿里木江·哈力克，热心公益的“90后”大
学生麻袋哥们，用爱托起生命的最美妈妈吴菊萍……
这些人原本没有义务去做那些事，即使在做过之后也
不一定被人知道、称颂，甚至会被认为“不正常”，可他
们的一举一动却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可能在他们眼
中，这只不过是些举手之劳、不值一提的“小事”，就像
雷锋一样，在做自己认为的“小事”。但这一件件平凡
的小事，却为社会增添了动人的风景。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如果
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雷
锋精神值得我们传承下去，雷锋的优秀品质值得我们
学习。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做一个有道德的人，让美德
无限地延长。

雷锋精神代代传
码头小学五渊4冤班 姜沛成

别人都是和同龄的小朋友一起玩，而我是和一位白发
老头玩躲猫猫的游戏。你知道这个白发老头是谁吗？我先不
告诉你。

与这个老头玩躲猫猫的时间都是暑假的上午，那真的
是一个个开心的日子啊！暑假了，太阳公公却不想睡懒觉，
一大早，就默默地注视着勤劳的人们。天气虽然有点热，但
我也不愿意错过这么好的机会。老头一般都会在上午九点
左右来我家辅导我学习，我一听到敲门声，立即躲起来，想
看看他会有啥反应。我们前后玩了三个回合。

第一回合。我简单观察了一下整个房间，直接躲在了卧
室的窗帘后面，重点是想办法把下肢和脚藏起来，上半身不
用特殊处理，人就近坐在了窗台上。我想凭老头的那双老花
近视眼，他肯定发现不了我。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啊，老头
就好像是诸葛孔明，神机妙算，听到他的脚步声一步步逼
近，只有几秒钟的功夫，他直接拉开了窗帘，我哇的一声叫
了起来。真没想到他这么快就发现我了。

第二回合。我吸取了上次失败的教训，决定不搞那么复
杂的名堂了，就选择简简单单地躲在书房的门后，我想让他
再到卧室里拉窗帘。结果怎么样呢？还真的被我算到了：那
个老头一开始还是向卧室的窗帘后走去，并没有发现书房
里的我。就在我暗自庆幸的当儿，没想到老头一个回马枪便
杀到了书房。他开门的时候嘴里还轻声的嘀咕着：大阳躲到
哪去了？就在老头一关门的当儿，我扑哧一下发出了声音。
老头也哈哈大笑起来。哎，他还是没怎么折腾就找到了我。

第三回合。我琢磨了好久，终于找到了一个非常隐秘的
地方。你猜是哪里啊？估计谁也想不到，我躲到了一个衣柜
里。老头来了，客厅、卧室和书房来回跑，就是发现不了我。
我很想笑，极力控制着。我听到他熟悉的脚步声，不敢探头
看。老头前找后找了好几回，愣是没有找到，他只好认输了。
当我从衣橱里叫了一声，他一把拉开橱柜门，露出了吃惊的
神情，笑了。哈哈，我终于赢了！

暑假过得很快。在玩躲猫猫的过程中，我结识了这样一
位良师益友。现在我来告诉你吧，这个老头不是别人，他就
是我在今年暑假里刚认识的二表舅！

躲猫猫
射阳县小学五渊8冤班 张宝阳

斗转星移，中国共产党在艰难与曲折
中走过了 98个春秋，在这悠悠岁月里，中
国共产党带领中华儿女书写了一幅壮丽
的红色经典画卷，孕育了无数革命先烈用
鲜血染成的红色基因。凝神静思，我们看

到了革命先烈们为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侵
略，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而
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的感人场景。当
我们一次次聆听父辈们讲述那些英雄故
事，当我们一次次捧读那段艰难与辉煌的
历史，当我们一次次瞻仰那些洒满烈士鲜
血的革命遗址，无不激情澎湃，热泪盈眶。

凝望长征路，红军从这里走过，遵义
会议熠熠生辉，四渡赤水闻名天下。

耳闻长征歌，红色故事接辈流传，光
荣传统代代颂扬。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长征之路时作出
了“传承红色基因，讲好红色故事”的殷切
嘱托。随后，党和政府要求，中学生要把传

承红色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担当。
是啊！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源头是

新时期提高党的战斗力，增强党的免疫
力，强化党的创新原动力。传承红色基因，
就是要在重温红色经典的基础上，弘扬党
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让党的宝贵精神
财富在新时期彰显时代价值和内涵。

在我们的身边，有许多传承红色基因
的时代先锋，他们以自己的言行向世人展

示了党性的温度，展示了红色基因的力
量，展示了红色信仰，展示了革命传统的
时代特色与信仰力量的新高地。在他们身
上我们能找到一种永不褪色、催人奋进的
精神力量。作为中学生，我们将责无旁贷，

用无悔青春书写我们的忠诚。
在今后的学习中，我们将始终秉承

“不以事小而不为，不以事杂而乱为，不以
事急而盲为，不以事难而怕为”的学习理
念，兢兢业业，脚踏实地，扎实做事，全心
全意地搞好学习，解决好学校家长关心的
事，做有信仰、有担当、有情怀、有气节的
中学生，力争做一名合格的共产主义接班
人。

生活在这片红色沃土上，我们就应该
像坚挺屹立的竹子般生活，要有“无人赏
高节，徒自抱贞心”的觉悟，要有“贞资曾
冒雪，高节欲凌云”的干劲，要有“咬定青
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的坚持。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要坚持做一个对
党忠诚、个人思想干净、敢于担当的中学
生，在漫长的求学道路上，无论遇见什么
艰难险阻，我们都要有竹子一般的信念：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南西北风。

弘扬红色文化 传承红色基因
长荡初级中学八渊3冤班 刘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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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么一抹色彩，深深地印在我的心灵深处，挥之不
去。

那是去年暑假的一天，我在爸爸妈妈的带领下，去海滨
森林游玩。海滨森林是一片巨大的人造防护林，面积有 200
多公顷，各类植物 600多种，鸟类及各种珍稀动物近 200
种，负氧离子浓度特别高，是远近闻名的天然氧吧。走进树
林，猛吸几口凉爽的空气，整个人便立即感到神清气爽起
来。

可是爸爸说，这里的风景虽然很美，可时不时就会看到
垃圾，有些地方还特别脏，真的让人很扫兴。

我们的车子七拐八拐，不一会儿就开进了林区深处。一
下车，我们就被优美的景色给迷住了。你看，那一排排高大
的水杉树绵延向远方，无论你朝向哪个方向看，它们都站成
了一条直线，真是壮观极了。脚下是厚厚的一层野草，各种
野花散布其中，像是星星在眨着眼睛。几只白色的大鸟在不
远处的草地上散步，一只野兔慌慌张张地从它们身边跑过，
大鸟们继续散步，不为所动。

突然，远处的几个小红点跃入了我的眼帘。有一片绿色
当中，那抹鲜红显得格外耀眼。那是什么？由于距离太远，加
之晃动的树枝不时遮挡视线，我一时根本无法看清。

我们一家人席地而坐，吃点心，喝饮料，吸氧离子，看林
海，听鸟鸣，好不惬意。随后，我们收拾好垃圾，继续驱车向
森林的中心驶去。这一路上，几乎没有看到什么垃圾，难道
爸爸的话有点儿夸张？

十多分钟后，那些小红点又出现了。近了，更近了，原来
是四个穿着红马夹的人，他们正在便道两边的沟渠中努力
地搜寻着什么。爸爸停下车，我们便与他们攀谈起来，原来
这是一家四口，爸爸妈妈利用双休日，带着两孩子来这里义
务捡拾游客丢弃的垃圾。他们都加入了当地的一个公益性
组织———海滨森林环保志愿者协会，红马夹是协会统一发
放的。那个小男孩十多岁，一手拎着方便袋，一手用竹夹子
夹着一块塑料纸。身后是他的妹妹，也学着哥哥的样子，有
模有样地寻找着草丛里的垃圾。

告别了他们，我们的车子继续前进。回望车后，那一抹
红色虽然渐行渐远，但却像火苗一样，在我的心空下不停地
燃烧。

有那么一抹色彩
县高级中学高一渊9冤班 李雨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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