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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 365】说说塑造你灵魂的那本书
【作文题目】

【审题】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 分）

限制性：
1.材料的关键句是“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

“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

就是他的阅读史”。这句话既是第一段的总

我们读《诗经》，听到了先民的吟唱；我们

领句，也是整个材料的核心句，这就限定了

读《红楼梦》，感受到了曹雪芹的叹息；我

考生的写作对象：一个人的“阅读”与“精

们读《月亮与六便士》，开始思考人生不一

神发育”的关系。材料第一段的尾句“我们

样的选择……我们双脚能够丈量的土地有

双脚能够丈量的土地有限，阅读却能带领我

限，阅读却能带领我们去往无尽的远方。

们去往无尽的远方”，点明了读万卷书比行
万里路更有优势，暗中将“阅读与精神发育”

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哪一部曾经震撼

的关系限定在积极的一面，即阅读对一个人

你的心灵，或给你以启迪，或给你的精神成

精神发育的积极作用。这两处限定了考生立

长带来积极的影响？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

意的三个定位：关键词定位、关系定位和价

的感悟或认识。

值取向定位。有悖于这三个定位即为跑题。

要求：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

2.材料第二段，写作引导语中有：“在古今

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少于 800

中外的文学作品中，哪一部曾经震撼你的心

字。

灵，或给你以启迪，或给你的精神成长带来
积极的影响？”明确要求考生选择一部文学

命题说明：本题来自 2019 高考单科综合卷

作品，写出这部文学作品对自己的积极影

六语文模拟题。查看更多作文解析请关注

响，不要在一篇文章中写多部作品。也不可

“新课标作文”微信公众号。

写“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之
类的消极的影响——年青人读了《水浒》，

【命题方向】

容易打架斗殴，寻衅滋事；老年人读了《三
国》后谋略更深，更有手腕。

学会学习：勤于反思
健康生活：健全人格、自我管理
人文底蕴：人文积淀、人文关怀、审美情趣

3.“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的感悟或认识”，

科学精神：理性思维、批判质疑、勇于探究

要求考生具有一定的思辨性，最好能写出自
己独特的体验或深刻的见解，虽然也能写记
叙文，但命题要求还是暗中将文体指向了议
论文。
开放性：
1.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选择一部作品，
选材极具开放性，给考生提供了极大的写作
自由。十多年的求学生活，每个考生都读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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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试题让每一个考生都

【立意指向】

有话可说，有内容可写，最大限度地体现了

1.在经典作品的滋润下，找准自己的人生定

命题的公平性。

位，让心灵扎牢根基。
2.在经典作品的滋润之下，一个人的心灵才

2.“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哪一部曾经

能细腻敏感。

震撼你的心灵，或给你以启迪，或给你的精

3.在经典作品的滋润之下，一个人的心灵才

神成长带来积极的影响？”强调的是文学作

能丰富厚重。

品对读者精神成长带来的积极影响，可以是

4.经典作品给人生以力量，让人更加乐观地

生命之真、人性之善、生活之美，也可以是

面对生活。

人生的不易、奋斗的艰难、仕途的凶险，也

5.经典作品给人生以指引，让一个人更加深

可以是其他方面的认识。

刻地认识社会（人生、人性等）。
6.阅读经典作品，明白世事人生。

3.要求谈的“感悟和认识”，可以是对作品

7.阅读是最好的成长方式，经典是最好的精

内容的感悟和认识，也可以是在作品内容基

神营养。

础上对社会人生的感悟和认识，还可以既有

……

对作品内容的感悟和认识，也有对社会人生

【优秀作文一】

的感悟和认识，具有一定的自由度和开放
性。

读懂《老子》，明白人生

【解题】

张俊杰

本题要求谈经典文学作品对人的精神发育，
或者说是精神成长的积极影响，即“阅读”

“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

和“人的心灵成长”的关系。材料中“阅读

史。”阅读能给人提供精神的营养，使人心

却能带领我们去往无尽的远方”，“给你以
启迪”，“给你的精神成长带来积极的影响”

灵更丰富，思想更高远，认识更深刻。阅读

等语句，将影响的方向定位为积极的一面，

能提升我们对社会和人生的认识，教给我们

读书让自己长大了，成熟了，认识深刻了。

如何为人处世。读完《老子》，我对此更加
深信不疑。

考生动笔之前先选择出来对自己影响较大
的一部文学作品，将写作的基点确定为选择
出来的一部文学作品。这部作品可以是疾风

《老子》是一个富矿，蕴藏着无穷的精

骤雨般以极大的冲击力震撼自己心灵，也可

神财富。每次翻阅，都能带来新的感悟，如

以是春雨“润物细无声”般给自己以启迪，

攀登在山间小路，如航行在深海远洋，每一

还可以是给自己成长带来永久的积极影响，

次的穿行，都能遇到不一样的风景。

当然也可以同时具备以上两个甚至三个方
面。考生在写作时，要结合选择的文学作品，
谈它对自己精神成长的积极影响。

从《老子》中，我读到了谦卑与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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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了为人处世法则。老子说：“天地所以

在这里，“有”成了“无”，而“无”却又

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天

成了一种恒常的“有”，一种高层次的“有”。

地不为自己而存在，所以才能长久地存在。

明白了这个观点，再读苏轼《赤壁赋》中的

读后我更加明白，生活中的自私自利者为什

话：“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

么大多是短命之徒，因为他们处理问题总是

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

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时刻维护自己的利益而

间之明月，而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

无视他人，这样就渐渐就将生命之舟驶向自

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

私的漩涡而无法自拔。做人要像水一样，要

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苏轼高明，老子更高

“善利万物而不争”。“先天下之忧而忧，

明，如此深奥的问题，非有大智慧者不能谈

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老子谦卑善良处世

明白。辩证地看待问题，不拘泥于一端，看

哲学和范氏忧国忧民情怀的完美结合。

事才能深刻，人生才能不惑。这样的人生，
正是我等仰望和攀爬的高度。

从《老子》中，我读到了生命之道，懂
得了做人要返璞归真。老子说：“名与身孰

《老子》是一部引人长大和教人成熟的

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纵观当今

书，是一部破除蒙昧和启迪智慧的书，读懂

社会，在反腐败的大形势下，不断有大老虎

《老子》，何愁精神不能上升一个层次，人

落网，一个个惨痛的案例告诉我们，生命比

生不能提高一个境界？

名利更重要，精神比物质更重要，人不要被
眼前的利益迷惑，要把眼光放长远，深入全

我们双脚能够丈量的土地有限，阅读却

面地看待人生。“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

能带领我们去往无尽的远方。与书为伴，沐

耳聋，五味令人口爽。”人的欲望多了。欲

浴着墨香书韵，让生命之舟泊向远方，让精

望就变成了鞭子，一鞭一鞭驱赶着人们，使

神之帆迎风飘扬。

人沦为欲望的奴隶，离生命的本真也就越来

【优秀作文二】

越远。我等也要学着虚静澄明，不为名利遮
望眼。

读书，读心，读人生
从《老子》中，我读到了辩证思维，明

张俊杰

白事物的深刻性。老子说：“道可道，非常
道；名可名，非常名。”可以用语言表达出

邂逅一本好书是种缘分，但如果阅读不

来的“道”，就不是永恒之“道”；可以用

认真就会错过这种缘分。刘震云的《一句顶

语言来阐释的“名”，就不是恒久的“名”。

一万句》是一本适合坐下来静静翻、慢慢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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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好书，该书故事朴实，内容亲切，乡土气

也开着三轮蹦蹦车到牛家庄找牛爱国说。人

息浓厚，一句句直抵人心。这本书我先后读

内心都有孤独的一面，人都有倾诉的欲望，

了三遍，但每一遍有每一遍的收获。渐渐地，

尤其是走心的倾诉，话说出来，能触及心灵，

我触摸到了刘氏的深刻，明白了他的良苦用

交流起来，能提供温暖。可惜并不是每一个

心。

人都能成为倾诉的对象。人生坎坷，百忧烦
心，能遇着交心的朋友是一件幸事。语码不
第一遍，我读出了追求与信仰。十三岁

对接，说一万句也是徒劳；能遇到语码对接

的杨百顺不顾身体发烧，竟然跑十几里路去

的人，一句可不就是能顶一万句。

看罗长礼喊丧，为此还挨了他爹的皮带。杨
百顺半生不顺，辗转漂泊，做过豆腐，杀过

第三遍，我读出了智慧与悲悯。“起文

猪，破过竹子，信过基督教，当过上门女婿，

堂”银饰铺的掌柜老高是个明白人，街上乱

先后更名杨摩西、吴摩西，不想最后在去宝

七八糟的事，经他一说，丝丝缕缕，都能码

鸡的火车上，当人问他叫什么名字时，他竟

放整齐。老高常说三句话：第一句是“话是

说：“大哥，你就叫我罗长礼吧。”杨百顺

这么说，但不能这么干”；第二句是“事儿

这么崇拜罗长礼，是因为罗长礼嗓门大，喊

能这么干，但不能这么说”；第三句是“要

丧有气场，场子越大越有精神，能连喊七天

让我说，这事儿从根上起就错了”。生活中

嗓子不倒。罗长礼记性还好，能铺排开事，

能说不能干的事多了去，能干不能说的事也

镇得住场，一批批奠客被他调停地纹丝不

多了去，但有时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有的人

乱。杨百顺一生追求的就是做个说话有分量

还真干了，别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好，万

的人，这样才能被人看得起。尽管孤独无助，

一较起真来，麻烦就大了去。凡事有果必有

流落他乡，但在内心深处，这种追求与信仰

因，很多事可不就是从根上起就错了，比如

始终没有丢失。

不合适的职业选择、不合适的婚姻结合、不
该结交的朋友、不该参加的宴席、不该产生

第二遍，我读出了孤独与无奈。牛爱国

的情愫、不该萌生的恶念等等。只可惜当事

遇到烦心事有两个倾诉对象，在部队时是找

人深陷其中早已回不了头。刘氏用智慧的双

杜清海，他和杜清海不在一个连队，于是遇

眼看破俗世，叹民所苦，哀民所哀，满怀悲

到烦心事便攒下来，一个礼拜找杜清海一

悯，体恤灵魂。

次，一件一件说出来，让杜清海给他分析码
放。杜清海遇到烦心事，也说给牛爱国听。

人人都有追求和信仰，无奈世事艰难，

复员后是找县城卖肉的冯文修，冯文修也能

顺心遂意者少；人人都有表达的欲望，无奈

一五一十地给他排解。冯文修遇到烦心事，

知音难觅，徒留一肚子话在心里；生活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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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大课，阅历多了，智慧便多了，经的苦难
多了，悲悯心就有了。但满腔的辛酸和无奈，

每位演员用朴实而又饱含激情的演技

又对何人去诉说呢？终其一生，人又能遇到

给当下社会送上了一份“大礼”，让人们因

几个能说交心话、温暖灵魂的朋友呢？遇到

《平凡的世界》而感动。因此，我要代表当

了，一句可不就能顶一万句。无奈心灵的疲

下的读者感谢他们。

惫和生命的颓废，以及无边无际的茫然与苦
累，芸芸众生又有几个能真正出离孤独和无

2007 年 5 月，我正在教学岗位上工作，

奈？

突如其来的病魔使我倒在了讲堂上，接二连
三的家庭问题使我无法自已……在那段灰
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直逼人灵魂

暗的时光里，我又一次读起《平凡的世界》。

深处，写出了人性的骨子里的一些东西。读

当读到少安与秀莲在创业路上的经历与打

这样的书，精神和心灵想不成长都难。我虽

击、少平与晓霞爱情的唯美与凄凉时，我看

然读了三遍，但领会到的还只是冰山一角，

到了光明，浑身充满了力量。

有时间一定会读第四遍，因为我读的不只是
书，还有人心和人生。

那个时候我深深地体会到：逆境使人成
熟，绝境使人醒悟；人生的日子都是越过越

【相关链接】

少，剩下的日子总是越来越重要；所谓顺其
自然，并不是代表我们可以不努力，而是努

张亚林：我与《平凡的世界》

力之后我们有勇气接受一切的成败。

《平凡的世界》与我相伴已有 25 年了。

《平凡的世界》不仅仅是一部小说，更

自从 13 岁起，我就一遍一遍地读它，到现

是一部爱情奋斗史。每个人物在路遥先生笔

在已经不下十余次了。同时，我也不止一次

下有血有肉，有平淡有伟岸，有精神更有灵

地将此书推荐给我学生、朋友、亲人，也将

魂，它对人的精神、价值、灵魂都有着深刻

它作为“礼物”赠给我许多学生与朋友。

的描写，也对真善美有着丰富的诗意描述。
我相信，它一定会成为每一位读者一生的精

现在，《平凡的世界》拍成电视剧，我

神食粮。

也是一集不落地看完了它。剧中所有演员都
表现得很好、很优秀。少平、少安、润叶、

有人说《平凡的世界》只会对 60 后、

晓霞等等都非常给力，他们生动的表演都深

70 后及 80 后读者有启迪。但据我所知，现

深地刻印在我的心里。

在 90 后、00 后也非常喜欢这部作品。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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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侄子就是 00 后，现就读于安康学院，

的经典巨著。

他就很优秀，我将此书推荐给他读，他以
8000 余字的读后感作为反馈，送给我看。

希望华商报社这个“华商读书社”能经
常举办这样有现实意义的活动，使更多读者

他是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经历了些生

受益，为我们这个社会传递最平凡、最热烈

活磨砺，对于家庭的感悟，他在读后感中写

的社会正能量。

道：“家”在爱与责任中前行，“恨”在失
望中永生，只要有像《平凡的世界》中那样

最后我想说，人生需要有扬在脸上的自

的情与爱，“家”就永远在。

信，长在心底的善良，融进血里的骨气，刻
在生命里的坚强。这就是 20 多年以来，《平

“华商读书社”首期沙龙品读《平凡的

凡的世界》给我的人生启迪。

世界》，我有幸邀约参加，听到《路遥传》
的作者厚夫先生，画家李志武先生，作家张

来源摘自搜狐-文化

艳茜老师等为广大读者解读、分享他们眼中

作者张亚林，常居于西安市长安区，陕西大

的路遥先生，使我也进一步了解了路遥先

家书画院院长，大学老师、书画家、艺术评

生，尤其听到路遥先生生活中一些鲜为人知

论家。

的故事，更使我们为之动情，一个平凡的作
家怎样在逆境中生存、生活，他写出了不朽

【后记】
欢迎文末留言评论，我们有特约名师为你解答专业问题哟，把你不会的作文题、写作文时遇
到的困惑、还有对本篇推文想说的话统统抛过来吧~

新课标作文组 张俊杰
河南省濮阳市濮阳外国语学校语文教师，坚守讲台 16
年，在《语文知识》《语文教学之友》《语文天地》《招
生考试之友》发表论文 4 篇，2014 年出版论著《摘星探

关注“新课标作文”微信公众号
[我的] - [课件下载]栏目
下载大量作文资料，每天更新之

月——记叙文高分攻略》；在各类报刊发表作品 10 余万
字，部分作品被《青年文摘》《读者·乡土人文版》《小
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等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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