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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写高考文 重温高考情
高考对我们这些走上工作岗位的人来说是过去式了，
但对高考那份难舍难分的情愫，
使人又爱又恨。

的感觉。并特邀曾多次参加高考阅卷的光明中学老师李

今年的高考结束了，各地的高考作文题目五花八门。
本期特邀了几位年轻作者以今年上海卷的高考作文题为

2011 年上海高考作文

题写一篇文章，在高考季中重温那种忐忑、期盼、奋笔疾书
新，以批阅高考作文的标准进行点评和评分。当然这个分
数只是一家之言，
文章孰好孰坏，
也请您一阅。

可以宽恕，绝不可忘记！

一切都会过去 一切都不会过去

犹太王大卫在戒指上刻有一句铭文：
“一切都会过去。”契诃夫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在戒指上也刻有一

织云（语文老师）

句铭文：
“一切都不会过去。”这两句寓有深意的铭文，引起了你怎样的思考？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
篇文章。

一切都会过去 vs 一切都不会过去
Zicolas（广告人）
公元前 33 年 3 月 15 日，凯撒大
帝逝世。
这位受后世无数敬仰的王在死前
就说，
“在我死之后，在棺材旁边开两
个洞，
把我的手伸出来给群众看，
我空
空的来空空的去，
什么也不带走。
”
公元 1974 年，又是一个 3 月。陕
西临潼县宴寨乡西扬村发现了秦始
皇的兵马俑。
秦皇嬴政在公元前 3 世纪灭六
国，成一统。这些陪葬的军团见证了
2300 多年前的杀声震天、烽火狼烟的
丰功伟绩。
显赫如凯撒，秦皇，功名威加海
内，而此时他们仅仅是留存在历史教
科书甚至是影视娱乐中的一个遥远
的形象。
他们的时代，他们的功绩都过去
了吗？
自从地球有文明开始，时间就成
为任何一个生命，任何一种文明无法
绕过的巨墙。
在人类目前所掌握的科学维度
内，时间是永恒的。所以世界上存在
过千亿的生命都会有诸如“一切都会
过去”
或是
“一切都不会过去”
的命题。

“过去”的是时间，而“不会过去”
的不过是时间在人类精神上的一种
表现——记忆而已。
对于整个人类的文明来说，最纠
结的莫过于“时间”与“记忆”又是如
此的难以把握，
难以形成实体。
所以，无论是书本上的罗马帝国
还是沉睡千年的兵马俑，亦或深邃的
亚里士多德还是闪耀的迈克·杰克
逊，他们都在“一切都会过去”或是
“ 一 切 都 不 会 过 去 ”两 面 巨 墙 间 徘
徊。他们留下的帝国、文明、哲学、情
怀等等，是一次次希望用实体记录
“过去”的时间。恰恰如此，这些过去
的东西往往在未来的时间得以保存，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又是“不会过
去”
。
谁可“过去”，谁留下的又“不会
过去”
？
这答案只能在千百年后，让时间
再次佐证吧。
言至于此，你会发现时间真是一
个神奇的东西，它比任何事物都跑得
快，它比任何事物都活得长，它是决
定一切的一切的审判者。
其实，你我这般的看客也和凯

撒、嬴政一般，到时间宣判的那刻，就
像霍金所说，
“ 曾经构成我们自己的
无数分子去了该去的地方”而已。
无论是千古一帝还是贩夫走卒，
无论蒙娜丽莎多么迷人，无论景泰蓝
多么华贵，
都会过去。
我 们 —— 包 括 达 芬 奇 、爱 因 斯
坦、霍金这些存在过，存在着最智慧
的生命，对于“过去”和“不会过去”来
说，
都只是海边拾贝壳的孩子。
（两亿五千万年后）
“山的那边，海的那边，住着一群
蓝精灵……”
在某一个时间之海的海边，又有
一群和我们一般的生命在思考着同
样的问题……
点评>>
想来真有意思，今年的作文题，
上海和安徽、浙江都不谋而合想到时
间。此篇就是从时间的角度对“一切
都会过去”和“一切都不会过去”进行
阐释，视野比较广阔，理性思考较有
深度，但总觉得行文比较随意，议论
不是那么集中。看似相悖的两句话，
实际上是矛盾的统一体，平均用力反
而不讨好。
70 分吧。

创业者的坚持
雨晴田心(媒体人）
阴与阳相对，然后有了太极。天
与地相对，然后有了人间。
我不是学文学的，对俄罗斯文学
尤其抵触，因此也不知道，契诃夫的
这句话，是否确系由大卫的话语中演
变而来。但我知道，在看过的无数文
字中，这两句话总是同时出现，却又
被从无数个角度予以解读。
msn 上，一位娱记朋友戏言：这
题目完全可以用高晓松酒驾、余文乐
吸毒，乃至锋芝感情危机来套用。而
同在 msn 上的一位出版社编辑则悲
观地说：这题目可以套用在目前的世
纪出版集团和文艺出版总社合并事
情上。一切都会过去，合并之后，自
己是否真的能顺利地
“过去”
？
话归正题，
以我个人角度而言，
由
这两句话最先想到的，当属在上海这
个魔都中苦苦挣扎的青年创业者们。
前段时间一位开文化公司的朋友
关掉了公司，
离开上海，
北上进京。问
起原因，
这位颇有名气的 80 后作家坦
言，
上海开公司，
缺少志同道合者的彼
此鼓励，太累了。这让我不由想起之
前一位来沪工作的朋友的感慨。那位
在杭州 IT 圈中也算小有名气之人，
至

今仍然宁愿每周沪杭两地来回跑，也
不愿在上海安家。他的理由是，思想
在上海无法释放。在杭州，每一个创
业点子，都能轻易找到一批同道中人
共同探讨，集聚创业的勇气和智慧。
但在上海，
这太难太难。
然而，当我将这些话说起给另外
一位朋友时，这位同为创业者的朋友
却是不屑一顾：这些都是借口。这位
朋友，从事艺术出版物制作销售，曾
经开店销售，但境况不佳，后转入网
上销售，
反而成功打开一片天地。
“创业失败是正常的，但要从失
败中总结，并再度勇于实践，才可能
迎来成功的曙光。坐而论道，即使点
子再好，
仍然是虚幻的。”他如是说。
这话俨然晨钟暮鼓，顿时让我惊
醒。是啊，
回想我所遇到的一个个青年
创业者们，
无论成功还是失败，
他们对
自己所坚持的信念从没有怀疑，
并一点
点地在尝试将这一信念化为实际。
这些人们，无论是离开上海的，
还是仍然在上海奋斗的，都是追寻着
自己的信念，并一步一步地在实现。
对他们而言，会过去的是往日的挫
折，不会过去的是自己创业奋斗的理

念。也许，正是由于有了他们的存
在，青年创业才不会沦为纯粹的“嘴
上工程”
。
忽然明白了这两句话的又一层
涵义：是伤痛就让它沉入水底，是理
想则让它向前奔流吧。时间将说明
一切。
笔罢墨落。忽然发现，不知不觉
间，文章仍然落入了传统的解题桎
梏。创新创业，
果非易事。
点评>>
此篇有点意思。青年人在上海
创业很不容易，其实当今每一个人活
在世上都不容易，我们国家也不容
易，每一年出现这么多的事情，自然
的，人为的；我们的温总理容易吗？
他老人家这么忙，为国操劳。
“一切都
会过去”，这是一种信念。有人说阿
Q 精神也罢，但不阿 Q 都自杀去？可
信念有了，
“ 一切都不会过去”，该怎
么创业还怎么创业去，这样才能“无
限风光在险峰”。可这一篇太绕了，
卖了许多关子，幸亏遇到我这样仁慈
的老师，
碰到没耐心的就惨了。
此篇 85 分。

去年 5 月，我和学生一起参观了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在吊
念遇难同胞的时候，无不对侵华日军
那令人发指的暴行感到愤慨，对于侵
华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如果说我们
可以宽恕的话，
但绝对不可以忘怀。
正如犹太王大卫在戒指上刻着的
一句铭文“一切都会过去”那样，1937
年 12 月的南京大屠杀已经过去 74 年
了，抗日战争也已胜利 66 年了，昔日
东亚病夫的中国，已经傲然挺立于世
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也不再是那个
落后挨打的羸弱国家。
如今，中日邦交已经正常化，中日
人民的友谊日益加深。作为一个胸襟
博大的民族，
我们历来秉承积善修睦，
不纠缠旧账的原则，
我们记住历史，
反
对日本军国主义，但我们更有义务保
护饱经战争创伤的两国人民所建造起
来的和平环境，让中日两国人民世世
代代友好下去。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一
切都已成为过去，我们为什么不能宽
恕他们的过去，
着眼于中日的未来呢？
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契诃夫小
说中的一句铭文：一切都不会过去。
举世皆知，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
造成了空前的灾难，死伤在日军屠刀
下的中国人竟达 3500 万之多。
尤为让我们难以接受的是，
日本极

端右翼分子还在别有用心地歪曲历史，
日本社会一直有一股篡改侵略历史、
掩
盖甚至美化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的逆流，
企图否认南京大屠杀，
否定日军侵华历
史。这说明日本还有不少人没有正视
历史！
我们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的
旧梦再现，绝不允许惨绝人寰的历史
重现。忘记历史、忘记屈辱的民族是
不会长久的，也是不会强大的。南京
大屠杀纪念馆墙壁上那 300000 数字
提醒我们，纪念馆前那巨型母亲雕像
提醒我们，大屠杀中那 30 万死难同
胞的冤魂提醒我们，日本军国主义犯
下的罪恶可以宽恕，但绝对不可以忘
记！
大部分日本人也许不会记得这段
历史，但作为炎黄子孙的我们一定不
能忘记，因为“一切都已过去”，
“一切
都不会过去”
！
点评>>
这是按照“铭记与忘记”
来写的作
文。
“一切都会过去”
是将然判断，
“一切
都已经过去”是已然判断，一个展望未
来，
一个回望过去，
二者不可混淆。如
果按照牢记历史，不忘过去来立意，仅
围绕后一句话来写就行了。那样的话，
又可能太单薄。这位老师，
你说呢？
有点不好意思啦，65 分吧。

记忆中的地球
洪米米（媒体人）
9011 年 23 月 67 日 7 分 99 秒，刘
猫猫从地球旁经过。
冥王星宇航员刘猫猫是个狂热
的地球爱好者，在遥遥无期的宇宙航
行中，每当他从蔚蓝色的地球旁边经
过 时 ，都 忍 不 住 惊 叹 这 颗 球 体 的 美
丽。当然，冥王星小学的教科书上明
明白白地写着，尽管地球表面看起来
迷人美丽，但其内部却完全不适合任
何高等、有智慧的生物生存，大气中
充满钚和铅，靠吸收辐射生存的细菌
和低等植物遍布，弥漫的毒素随时可
致人生病或死亡，严禁一般宇宙人接
触。
刘猫猫在记忆卡里欣赏过几千年
前的地球，
尽管地球人的形象很不符合
冥王星人的审美，
但是一些风景照片还
是甚合他心意的。海水、
草原、
沙漠，
这
些东西冥王星上都没有。冥王星的人
住在深深的地下，
远不似地球人可以在
星球表面开展活动。在如此优渥的生
存环境下还能把种族搞灭亡了，
是个冥
王星人都会觉得地球人很蠢。
在刘猫猫的飞船上，有三样地球
古董陪伴着他寂寞的航程：一个老式
唱片播放机，迄今为止，刘猫猫还没有
弄响过它；一盆塑料绿色植物，地球植
物图录上说这种植物叫绿萝，它曾经
以旺盛的生命力毁灭了火星，幸好它
已经灭绝了；一个地球女人的头骨，说
起来这个头骨最神奇，她的脸颊部分
被利器打磨过，鼻梁部分还有小钢钉，
刘猫猫一直没搞明白古代地球人为什

么要对一个女人施以如此酷刑。由于
冥王星人和地球人在审美观上有很大
差异，这个头骨在刘猫猫看来丝毫没
有恐怖之感而是只觉得滑稽，她现在
的用途是盛放一些备用芯片。
生活总是不能事事顺利，拿冥王
星来说，如今也不像过去那么舒适了，
资源枯竭的速度在加快，来自银河系
外部的武力威胁总是隔三岔五地出
现。寻找下一个适合生存的星球，正
是刘猫猫这代冥王星宇航员的责任。
刘猫猫已经不记得自己飞了多久
了，这趟旅程实在过于漫长，他的身体
已经非物质化了，只有连接电脑的电
子神经还在工作，依照飞船破损的情
况，接下来还能继续航行多久很难估
计。近来，时钟在飞船内部闪烁跳动
的灯光也越来越弱，刘猫猫感觉，一切
大概就要过去了。
9011 年 23 月 68 日 109 分 27 秒，冥
王星宇宙探索飞船 0789 号的飞行日
志向冥王星发回最后一条信息：因能
量消耗殆尽，38 分钟后我将在地球坠
毁，
刘猫猫爱你们。
点评>>
想象力丰富，一般科幻小说都这
样写，鄙人以前也读到过不少学生写
的这样的科幻小说，可在高考中分数
都不会很高。因为高考作文要见思
想，这样的作文只是对作文命题的图
解。
对不起啦，
58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