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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幸遇见你
南充高级中学高2016级21班 莫若男

在地心引力下，一切空想终将尘埃落定
——再读《罪与罚》有感

重庆市西南大学附属中学高2019级6班 冯芷汀

【“少年派”投稿须知】
字数不超1200字，写明学校班级，勿用

附件，标题注明“少年派”。QQ交流群“华
西都市报少年派”（群号172542140，验证信
息“少年派”）中有详细投稿须知。投稿信
箱：huaxifukan@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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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斜的烛台上那个蜡烛头早就快燃
完了，它那昏惨的光线照着这间几近家徒
四壁的屋子里的一个杀人犯和一个卖淫
女，他们竟奇异地聚在一块儿，一起读着这
本永恒的书。”在那个烂房子隔壁还有一个
偷听的淫棍……造成这一切充满戏剧性的
场景的开端，正是从那个杀人犯开始建造
他的空中楼阁开始的。

杀人犯叫罗季昂，是拿破仑的崇拜
者。遵循着他自己的空想理论：世上分为
超凡的人与平凡的人，超凡的人掌握着对
平凡的人的生杀大权。

但他的理论并未带领他走向成功，而
是把他推下了深渊——他因为杀人的罪行
而饱受心灵的折磨，痛苦不堪。

有趣的是书中人物的行为多多少少都
在围绕着一个关键词——空想展开。作者
托夫妥耶夫斯基曾经也是空想理论的追随
者，但后来逐渐发现了空想主义的弊端：没
有可行性，与社会脱节。

于是，陀翁借此书向当时的俄罗斯青
年发出呼告，警示他们空想理论有极大的
弊端；也同时发出诘问：我们该怎么从空想

理论的弊端中走出？
他安排了几位有趣的人物来解答这个

问题。
一是扮演着救赎者的3人：男主人公的

妹妹杜尼娅、他的朋友拉祖米欣和那个卖
淫女索菲娅。这3人很明显继承了雨果的

《巴黎圣母院》中人物塑造的特点，也算是
陀翁对经典的一种致敬：极度的真善美。

拉祖米欣与杜尼娅象征着群体与家
庭，而索菲娅则象征着爱情与信仰。这3人
对男主人公的影响间接给出了答案：要走
出困境，就应当回归到群体，家庭，爱情与
信仰。

二是书中扮演先知的波尔菲里，他在
看透男主人公的犯罪行径后，评价说：

“这是一个荒谬、悲惨的案子，……因为
现在人心都变得糊里糊涂了……这些都
是书本上的幻想。这是一颗被理论搔得
发痒的心……”同时劝诫男主人公回归
社会。

波尔菲里作为陀翁自身思想在文中的
载体，对这一系列闹剧做出了评价，也为陀
翁曾沉迷于空想理论的时期做出了总结。

三是我最爱的一个人物，那个偷听的
富有的淫棍——斯维德里盖洛夫。如果说
他也有所谓的哲学，那么他的哲学便是“人
生只有欲望，没有爱”。

陀翁一开始把他设置为一个罪有余辜
的人，仿佛是一个恶臭集合体。但随着情
节的推进，陀翁逐渐剥去他的外壳，露出真
我：一个有良知的、渴望爱的人。但他也因
为最终找到爱后，发现曾经的信念与行为
罪不可赦，又得不到所爱之人的垂青，绝望
的他选择了自杀。

换句话说，他就是男主人公的悲剧面，
在追逐他的空中楼阁时掉进阴沟的那个
人，也是受空想理论弊端摧残的那个可怜
人。

陀翁写下这本书的意图不言自明：地
球上的引力太重了，没有一个空中楼阁可
以在现实之外永远漂浮，没有一个哲学可
以脱离地心引力飞起来。若要接住那些沉
迷于空中楼阁而不幸坠落的人，只有让他
们回归群体，找到信仰。也只有这样，才能
让他不在空中楼阁坍塌所引起的震颤中死
去。

早春带着点寒气的风，吹醒了万
物。树梢绿了，大地绿了。宋代的王
安石有诗云：“春风又绿江南岸”，说
得多好啊。但春的气象又何止于
绿？你可以走入大地之中伏在地上
听小草破土而出的声音，可以高坐悬
崖之巅看冰雪融化的壮美，你自然还
可以静坐家中，拿一本喜欢的书，沏
一杯明前嫩芽静静地品味春的味道。

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送
别了乍暖还寒的春，夏便带着她的火
热，一猛子扎进大地的怀抱，让人措手
不及。夏是热情的季节，是生命的季
节。看，荷塘中的荷花艳丽多姿，阳光
下的池塘泛着悠悠绿光，微风中荡漾着
层层绿浪。粉红的荷花在绿色的荷叶
中摇曳，像极了披着轻纱曼舞的少女。

风轻轻拂过脸颊，空气中仿佛有了
一点成熟的气息——秋，来了。金黄的

阳光照在树林中间，洒出一道道光晕。
银杏叶的边缘慢慢渗着黄意，裹住中间
青春一般的绿色。没有春天的春意盎
然，没有冬天的严寒深沉。秋，就像一
位中年人，经历了时光的洗礼，饱经风
霜的脸庞露出独有的沉着冷静。

冬天来了！一阵风急速掠过树
梢。原本一尘不染的天空多了点色
彩，那是纷飞的枫叶。一片片色彩斑
斓的枫叶从树上翩翩落下，仿佛不舍
树上的美景，挣扎着要多看几眼。风
似乎读懂了她们的想法，再次带着她
们在蔚蓝的天空翩翩起舞，直到冰雪
将她们彻底投入大地的怀抱。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季节
更替，四季轮回，周而复始。当新的一
年又从春开始时，这些美好的事物又
从头再来，而我就在这四季更替中慢
慢长大。 （指导教师：孙苹）

美丽四季
成都市石室联合中学七年级八班 陈彦旭

身处沧桑几千万年，重现江湖悠悠我
心。中国文化博大精深。面对龙文化，你
可能会说：“离我太远了吧？”我想告诉你，
中国文化就在我们身边。

早上的第一缕光，慢悠悠洒进一槛
窗。打开一个樟木箱，挑一件汉衣冠，在一
铜镜前，画一胭脂妆。出门便是宽窄巷子。

青砖从远处排列到眸中，像在给你讲
述它们悠久的故事；一眼望去，那一扇扇
沉重的雕花木门，像在倾诉无人倾听的故
事。

浓香的盖碗茶飘出遥远的童谣，街边
的吆喝声流出传承的记忆。像是做了一个
梦，青石板路上有身着汉衣的女子，还有时
髦的女郎，渺渺琴声和寥寥笛声，伴着车水
马龙，化为忘川。

何为笔墨纸砚？笔是丹青文事心劲藏
锋，墨是正色端砚精光动笺，纸是若入天巧
春入毫楮，砚是龙尾墨海风前寒泓。宣州
纸，端州砚，诸葛笔，延圭墨……

何为琴棋书画？琴是铿锵弦响指尖辉
煌，棋是一方天下聘驰沙场，书是颜玉黄金
檀香芬芳，画是笔锋流转如同生灵。号钟
琴，六傅棋，太史记，四季图……

何为赋诗词曲？赋是铺采摛文体物写
志，诗是兴观群怨情而绮靡，词是调定句来
句定字声，曲是流传深刻悲欢离合。长歌
赋，凤求凰，如梦令，窦娥冤……

金木水火土，少林武当有功夫。那是
咱身边的中国文化！

扬州其实是广陵，开封其实是汴梁，洛
阳其实是东都，苏州其实是姑苏，西安其实

是长安，南京其实是金陵，北京其实是北
平，杭州其实是临安。那是咱身边的中国
文化！

柴米油盐酱醋茶，东酸西辣的味道，南
米北面的吃法。广东的浓汤，湖南臭豆腐
叫个香，兰州的拉面，上海那有小笼包，咱
们四川的火锅看得像一个八卦。那是咱身
边的中国文化！

一针一线，到最后的成品，是工匠们倾
尽心血。百般风情，盘扣之美；百般华美，
成衣之美。看看历史长河，有安乐公主的
织成裙，素纱褝衣，金镂玉衣……历史中的
他们，美轮美奂，令人沉醉。

荷包团扇绣花鞋，璎珞项圈油纸伞，
现在一步一步改良，开始有更多人让高
贵典雅韵味十足，沧桑、彷徨的它们来
到多元化的社会。那是咱身边的中华文
化！

我们中国的文字，一撇一捺都是故事。
我们中国的衣裳，一针一线都是情意。
我们中国的饮食，一柴一火都是念想。
我们中国的文化，一丝一毫都是历史。
华夏儿郎梦想重回汉唐，再奏角徽宫

商。着我汉家衣裳，兴我礼仪之邦。愿重
回汉唐，再谱盛世华章。

眼前风沙脊上年华，吾等定会为传承
中华文化，奉上一臂之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定将舒天昭晖，磅礴东方。世纪交
汇，万众景仰；共襄盛举，建坛流芳；昭示后
代，永世莫忘。”

所以，你知道吗？龙文化，离我们并不
远。

冥冥之中，一切似乎早已注定，
我会遇见你。

还没有记忆的我，就住在你为我
准备的宫殿里，吸吮着你血液输入的
营养，渐渐地撑着你的肚皮，耐心等
待着与你道一声：嗨，辛苦了。

与你正式相见那一日，后来你
说，是一个夏日的早上，你用了 5 个
多小时，忍着我的不安分带给你的痛
楚，把我带到有阳光、有鸟语，还有花
香的世间。

我没有那声酝酿已久的问候，却
送给了你第一声啼哭。原来我的哭
声，你也会视作最好的礼物。

17年的时光，早已被你经营得风
生水起：

咿呀学语，我第一声叫的是你，
想象那时的你，满脸的胶原蛋白，笑
得花枝乱颤。

蹒跚学步，我拉着你柔软的大
手，一步一步向前。你给学生上课回
来，手里提着一桶方便面，向我挥了挥
手。天生吃货的我，居然独自从积木
堆里站起来，摇晃着走到了你跟前。

我4岁的时候，你工作变动，把我
带到另一个城市。城市里陌生的高楼，
陌生的气息，我很不适应，发了一次高
烧，折磨得你整夜守着。等我好起来，
你笑着说，小家伙，你该去锻炼了。

于是，我被你送到了体校学体
操。那个时候，我无所畏惧，因为你
时常说，宝贝，有我在，什么都不怕。

我6岁时读小学，你送了我一两
次去学校，便让我自己上学和回家。
我背着书包，跟在大人们后面过马
路，生怕把红灯看成了绿灯。放学后
跑到你的学校里，再出现在你的教室
里，眨巴着眼欣喜地看着你，妈妈，我
安全回来了。

我 10 岁那年，你带我来到现在
生活的城市，我在你的安排下，第六

次当了插班生。
学校因为我的违纪，第一次请家

长，你说，咦，小宝，你长能耐了哦。
后来，你背着老师说，居然知道把
QQ上的聊天方式搬到课堂上来，不
愧是我生的。我事后想，如果老师听
见该吐血了吧？

我 11 岁生日，你给了我一个特
别的礼物：小宝，200块钱，自己去成
都玩一天，火车票我给你在网上买好
了，金沙博物馆必须去一趟。

我哭笑不得：妈妈，别人家的孩
子不是收这样的生日礼物。你说，你
不是别人家的。

我也不是省油的灯，下了火车拍
一张照片发你，坐公交车发一张照片
给你，到了金沙博物馆，我让不认识
的人拍照发你，看你紧张不紧张！

晚上回去时，你和老爸等在出站
口，我拉你的手，明显感觉到湿湿的。

一路走来，我记不清你帮我抄过多
少回作业，也记不清你陪着我经历过多
少风雨，只记得现在的你，成天在我耳边
说，高中3年，你不谈一次恋爱太亏了。

人家的父母都担心孩子早恋，只
有你，那么淡定从容，我偏偏就没能
如你的愿，你让我情何以堪！

我对你说，人家的父母都关心娃
儿的成绩，你就舍不得问我一句成绩
么？你说，早说过你不是别人家的，
我只要你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就
OK！我正想反驳，然后你甩一句：我
生的娃，会差到哪呢？

也是，你成天不是写文章就是看
书，都40多岁的人了，还去考了个什
么二级心理咨询师。你都这样折腾，
我不折腾点啥出来，仿佛真不是你生
的了。

感慨之余，我假想着此生没有
遇见你，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自己
呢？幸好，我遇见了你。

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秋高气爽的星期
六，我和同学去看银杏。

来到银杏巷子，只见银杏叶簌簌落落地
飘落下来，如翩翩跹跹的黄蝶随风起舞。它
们悄悄地告诉我们，秋天已经来到。

仰起头，轻轻闭上双眼，一阵风吹来，发
丝微微颤动。我享受着，沉醉在扑面而来的
风的抚摸中，露出甜甜的笑容，静静地让自
己融入大自然，更好地与她相处。

片刻，我慢慢地睁开眼睛，向街头望去——
一群穿着红色衬衫的阿姨正摆着“臭美”姿势拍
照，有的在银杏树下眯着眼，有的抓起一把银杏
叶向天空撒去，还有的在摆出各种造型自拍。我
的视线随着她们移动，心想，自恋不分年龄呀！

我扭过头不再看她们，随即自顾自地抓
起银杏叶向空中一抛，哇！银杏叶伴着风飞
了起来。看到如此美丽的景象，我情不自禁
地翩翩起舞，十分陶醉地转着圈，露出更加
甜美的笑容，向阳光招了招手。

大家带着多彩的心情，向铺满银杏叶的巷头
冲去。脚下松松软软的金黄叶片被我们惊起，随着
我的脚步起舞；头顶三三两两的叶片悠悠飘落，伴着
曼妙身影翩飞，让我一下子变成了童话中的小仙
女。我激动得心跳加速，脸上的笑容愈发灿烂。

秋，是收获的季节，我也在收获。在银
杏的怀抱里，我收获了幸福和快乐。

看银杏
成都市华侨城人北小学四年级1班 张桐溪

身边的龙文化
成都市双流区棠湖中学初2017级导师二班 万可

戴氏教育25年
捍卫品质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戴氏教育·名望校区高规格迎接检查

12月份教育主管部门对四川民办教育培训机构规范办学和安全
管理工作进行了再部署、再强调，要求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在抓好安全
管理的基础上，牢固树立法治意识、规范意识、诚信意识、质量意识、特
色意识，全面提高自身办学水平。并对部分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开展了
规范办学行为抽查。

“
经得起检查的教育
才是好教育

作为迎检单位戴氏教育名望校
区的负责人戴久洪校长告诉记者作
为本土培训教育品牌，名望校区和
所有戴氏校区随时都“很荣幸，我们
会一如既往的办人民满意的教
育”。主管部门领导对校区的培训
管理、招生宣传、设施设备、教育教
学人员资格、办学场所消防安全等
情况等进行了现场检查，经检查，认
为学校办学资质齐全，培训管理规
范，没有“超纲教学”、“提前教育”、

“强化应试”等违规现象。

过硬师资
和课程设置获好评

主管领导重点对学校的课程

设置和师资聘任情况进行了检
查，发现课程设置比较合理，上岗
教师持有教师资格证，未发现在
职教师在校外培训机构兼职的情
况。

戴氏教育作为成都市最早一
批进行专职教师队伍建设的培训
学校之一，在 25年的教育培训实
践中，严格照主管部门规定规范办
学要求，接受主管部门领导和社会
监督，打造出自己成熟稳定的全职
教师队伍。他们有合格教师资格
证，接受过师范院校的正规教育。
学校在教师继续教育方面，也是长
期坚持、每年定期进行教师大培
训。

理念正，方能长久

学校奉行以学生的个体化差

异为出发点，以满足学生当前发
展刚需为目标，着力于学生的学
习习惯规范、学习动力的挖掘，把
爱学习、会学习作为培训重点，达
成的是学生综合学力的提升，带
来成绩提高。“走精英教学之路，
可以打造‘有梦想’、‘有激情’、

‘有担当’、‘有智慧’、‘有尊严’的
精英学子。”

“品质是生命，品质是人品”。
一时的优秀不足为奇，难能可贵的
是 25年的老牌子永葆品质，方得
始终，像捍卫生命一样捍卫品质的
尊严，传承戴氏教育精神，发扬戴
氏教学法，遵循教育规律，把教学
质量和服务品质作为最高目标，做
到每天每人每事零缺陷，无投诉。
戴氏教育将用更优秀的教学质量、
更丰硕的教学成果来回报蓉城市
民。

将党建融入教育工作
2018年11月，成都新东方学校

开展了以学习“平语近人”为主题的
一系列视频学习会议。会议由成都
新东方学校党支部书记周成玉老师
代表发言，成都新东方学校党支部
全体党员参加会议。

视频观看后，成都新东方学校
党支部书记周成玉老师表示：“纸上
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笃
行实干”不仅是我们党不断取得辉
煌成绩的法宝，同时也应该是我们
奔向美好生活的条件，作为新时代
的党员，我们不仅要在生活中努力
践行党的品质，更要将党的建设时

时刻刻的牢记在心，融入到教育工
作当中去，诚信负责的对待每一个
学生，给学生建立目标理想同时鼓
励每一个学生坚定不移地在求学的
路上努力学习。

“我们将不忘初心，将青少年发
展视为重中之重，笃行实干地帮助
每个孩子实现梦想，砥砺前行为实
现伟大中国梦贡献力量。”

帮助每个孩子
实现梦想

以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师德
师风建设”为抓手，建立创先争优的
激励机制，开展岗位“三亮三比三评
三创”为主题的创先争优活动，努力
形成创先争优的良好氛围。成都新
东方学校将在2019年评选一批遵
纪守法、带头弘扬正气；勇于创新，
在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中成绩出
色的优秀党员。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进一步加
强党的思想建设。认真抓好党员的
学习。依托教师队伍的知识优势，
将重点讲话内容、现代教育观念、教
育法律法规、师德教育、形势和任务
列入本年度的教育内容；开展批评
和自我批评，扎实开展评议党员和
评议干部工作，充分发扬民主，广泛
听取意见，建立和完善民主监督的

长效机制。加强党员管理，做好组
织发展工作。贯彻“坚持标准，保证
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方针，
制订发展党员计划，严格把关，成熟
一个，发展一个，保证把优秀分子及
时吸收到党员的队伍中来。

以创新理念
开展教育教学工作

在2019年，成都新东方学校将
以创新理念开展教育教学工作。加
强管理和建设，认真落实课程实施
方案，开学生需要的课程，最大程度
的来满足学生的需要。

党支部配合行政，自觉提升课
程领导力，改变教学方式。在转变
教育观念、加强质量意识、提升教育
教学成绩方面，党员要先行一步，走
在前面。

推动党内民主。继续坚持并进
一步规范党务公开制度，尊重党员
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扩大
党内民主，以党内和谐促进学校和
谐。

强化党风廉政责任机制建设，
引导党员干部明确岗位职责和廉政
行为规范，认清权力风险，强化廉政
意识，进一步完善党务公开、校务公
开、教代会等制度，共同推进学校党
风廉政建设，构建和谐校园。

笃行实干以党员模范为引领
帮助每个孩子实现梦想

你是否有很多以前看过
的旧书，保留了你发现新世界
的惊喜，有你新的思考及成长
的记忆，你愿意让那些旧书给
更多孩子带去思维新窗吗？
日前，成都新东方学校党支部
联合成都义工联举办旧书捐
赠活动，将收集到的种类丰富
的书籍，送给了凉山州、阿坝
州等贫困区，丰富当地学校的
图书室。

成都新东方学校党支部自
成立以来,一直坚持高标准严
要求，大力加强自身建设，不断
充实党员队伍。为进一步丰富
党员思想，提高党组织的凝聚
力、战斗力和创造力，2018年11
月，成都新东方学校还开展了
以学习“平语近人”为主题的一
系列视频学习会议。

2019年，成都新东方学校
将以办人民满意教育为宗旨，
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统
领，以党支部和党员深入开展

“三亮三比三评三创”为主题
的创先争优活动，努力营造

“勤”、“和”文化，充分发挥党
员在推动发展、凝聚人心、促
进学校教育事业和谐发展的
先进模范作用，笃行实干地帮
助每个孩子实现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