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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文科 分学子两年前写给自己的“穿越信”曝光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少年家国信

高新一中学子颜子越

嗨，现在的你，还好吗？

出分的那一刻，仿佛所有的青春心事，

都在这个夏日轰然倒塌，那些或快乐，或苦

闷，或心酸的事，那些和你一起长大、陪你一

起奋斗的人，都将随着时光一去不复返。你现

在要做的，除了为自己选择一所学校之外，更

不要忘记和18岁的自己，和那些陪伴你的朋

友们，好好告别。或许这一别，和有些人，就是

最后一面。

无论你是否得偿所愿，少年君都想告诉

你：人生的道路很长，不要用一次的考试论英

雄，即便这场考试意味着很多。如果你通过自

己的努力去了更高的平台、更远的远方，那么

恭喜你，未来的你一定会成为最好的自己；如

果你不幸没有去到自己想去的地方，也不必

气馁，世界很大，风景很多，无论在哪里，只要

你明了自己的心向何处，你所有的愿望都可

能有一天会实现。

人生是场旅途，而不是比赛，如果你执

着于赢，那可能会错失路上无数的缘分。有时

候，享受你正在经历的，珍惜你所拥有的，也

许生活会给予你不一样的惊喜。

但，请一定一定不要忘记努力。高考绝不会

是终点，也不要让它成为你人生的最高点。无论这

次考试成功与否，你都将开始一段新的旅程、踏上

新的赛道，少年君衷心地希望你步履不停，一直向

更远的地方走下去，要持续阅读，要葆有热忱，要

心怀敬畏，要拓展视野，要开发兴趣……经年

后，倘若你回望过去，你会发现，你读的每一本

书，学到的每一个技能，走过的每一处风景，都

会成为你人生中最重要的经历，都会随着时光，

慢慢发酵出一个最美的自己。

另外，不要拘泥于你自己，不必给自己

设限，也没有人可以定义你。要相信，你是独

一无二的，你是不可替代的。希望你今后做的

每个决定，都能够跟随自己的心，做自己认为

正确的、符合社会基本准则的事，并学会为自

己负责。你的人生完全属于自己，越早学会对

自己负责，越能掌控自己的人生。

最后的最后，请你用力去享受这个暑假

吧！去疯、去玩、去奔跑、去呐喊、去放纵、去见

识。你还年轻，拥有无数试错的机会，请在最

好的年纪遇见自己、拥抱自己。慢慢地，你会

知道，你是谁，要往哪里去，要珍惜什么。当

然，你的自由当有枷锁，永远不要试探法律的

红线与道德的底线。

加油孩子，从此以后，你该是你自己。

阳光报少年家国信编辑姐姐

2022年6月24日

人生是场旅途 而不是比赛———致看到分数的高考生

十六岁的那个我：
展信佳。

给你写下这封信的，是二

十年后的自己。如同在薄雾弥

漫的森林里穿行一样，我们往

往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地

点、哪个瞬间，就走向了人生的

另一条路，被岁月磨砺，成为另

一个不同的自己。

可以告诉你，现在，2020年

的4月，就是你未来很多幸福的

起点，同样，也是痛苦的滥觞。

其实再回想起来，在那场疫

情中，我们学生是受到波及最小

的群体。在爸爸妈妈为工作辗转

反侧时，在患病的爷爷奶奶因为

疫情不能去医院时，在快要毕业

的哥哥姐姐面对论文和就业的

双重压力时，我们，只需做好自

己应做的事，认真听课，像以前

一样学习就够了。这难道不是最

令人欢欣的幸运吗？

可我知道，当时的你感受

不到这种身处风暴中却能全身

而退的幸运。作为一名十六岁

的高中生，在过去的岁月里，你

只有过世界围着你转的体验。

三餐有人给你做好，早晨有人

会温柔地将你叫醒，失去信心

时会有人无条件地鼓励你。但

是，病毒来临时，成年人都在奔

波着，你能做的就是管好自己。

我不愿以一个长辈的口吻

来要求你、责备你，因为你是我

在这个世界上最亲近、最爱的

人。尽管过去和现在都有许多

不足，但我更愿意说你是极其

珍贵和独一无二的。所以，对于

这样的你，我会用最温柔、最质

朴的语言，讲述自此之后二十

年来，我被时间吹拂过后留下

的种种痕迹。

首先，我想说，什么时候停

止任性，什么时候才能学会长

大。你渐渐会发现，父母并不是

无所不能的超人，你之所以能

衣食无忧、平安快乐，是因为他

们在背后了奋斗几十年。如果

你不认真生活，而做对不起自

己的事，父母会是最心痛的人。

停止任性，多为父母着想，希望

在你长大后，能成为父母的骄

傲。如果有下一次危机，在那

时，希望你能将父母护在身后。

然后，希望你能保持一颗

正义、热情的心。我知道你是一

位很善良的孩子，会因为看到医

护人员额上的汗水和口罩的勒

痕而热泪盈眶，也会因知晓一些

不法分子的所作所为而义愤填

膺。相信世界是属于正义的，相

信世界是充满爱的，即使未来你

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黑暗的一面，

也一定要坚定自己的信念。

最后，相信我们的社会，相

信我们的国家。“中国人总还是

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

很好的”，生活在一个和平安定

的国度里，我们从没有体验过

那些流离失所的难民在国破家

亡时是什么感受。那场来势汹

汹的疫情，在无私和自私的对

比下，在人道主义和利益至上

的对抗中，我们将世间善恶看

得清清楚楚。我们没有理由不

相信我们的祖国，因为我们是

这片大地上代代相传的星火，

是神州倾尽它的血泪哺育出的

勤劳勇敢的华夏儿女。不仅如

此，我们还有着最可靠的政府、

最坚强的同胞、最无可动摇的

长城，我们有何理由不去热爱、

赞美这片土地呢？

还有太多太多的话想说给

你听，但最终还是决定在这里结

束。我将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你，

希望你在成长的过程中，心中能

有很多很多爱———爱自己，爱身

边的人，爱祖国，爱整个世界。多

年后，当你将这封信寻出，再细

细回想，愿你能问心无愧地说

出：“我没有辜负你，没有辜负过

去、现在、未来的自己。”

祝愿诸事顺利

二十年后的你

2040年4月

《被岁月磨砺，才会成为另一个
不同的自己》的书信引发关注

《阳光报》记者了解到，2020年4月上

旬，阳光报新媒体教育平台———“少年家

国信”公众号策划了“请未来的你写给

2020年4月的你，勇敢的游戏，你敢来

吗？”征文活动，当时在高新一中2022届

高一七班就读的颜子越同学参与了此次

活动，她的这封名为《被岁月磨砺，才会

成为另一个不同的自己》的书信于2020
年5月16日被“少年家国信”平台选优发

表。通过两年前颜子越同学写的这封信，

我们有幸认识了这个温柔、坚定、内省、

满怀家国情怀的小姑娘。

而两年后的2022年6月26日，记者与

颜子越取得了联系，电话采访到了这位优

秀的“高新侠”，听到了颜子越同学讲述的

关于她自己的成长故事。

“如果有机会，我愿意再次通过‘少
年家国信’与未来的自己对话”

“我当时查成绩时也不敢相信，一直

到去学校报志愿时都感觉非常梦幻。查分

系统当时显示我的成绩是全省前十，但是

具体名次并不知道。”在电话里，颜子越的

声音在平静中有着抑制不住的激动。

回想起两年前投稿给“少年家国信”

的那封书信，颜子越说：“当时西安正处

于新冠疫情封闭式管理阶段，我们都在

居家上网课，这也导致我那段时间比较

迷茫，感觉生活节奏一下子被打断了。后

来，我感受到我们生在新中国真的很幸

运，被一些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国家还

发放生活保障物资，武汉的新冠病毒肺

炎疫情很快被控制住了，趁着这个时间，

我也让自己静下心来思考自己的未来。”

颜子越正是在2020年4月将个人的生

活感悟与国家命运相结合，在学校组织的

投稿中与“少年家国信”结下了不解之缘

的。她在信中与自己深入对话，安慰了当

下迷茫的自己，也深情地向祖国、向抗疫

工作者献上真挚告白，充分展示了新时代

青少年深切的家国情怀！

当记者问到20年后，如果对话现

在18岁的自己，会有怎样的期待，以及

与两年前有什么不同时，颜子越踌躇

满志地说：“时间过去两年了，我觉得

自己已经向着这个目标迈进了小小的

一步，我现在变得没有那么任性，成熟

了一点。高考的好成绩让爸爸妈妈这

十八年来的付出没有被辜负，他们也

为我感到骄傲！”

“如果现在还有机会收到一封来自

20年后的信，我希望20年后的自己能给

现在的我一些个人指导，包括职业规

划方面的建议；告诉自己20年内的我

将遇到的挫折以及学到的人生经验；

我还想知道20年后的中国和世界的变

化发展……我期待20年后的自己能够像

信中展示的那样，于小家而言，成为父母

的骄傲，孝顺父母、事业有成；于国家和

社会而言，保持正义与热情，坚持正确的

价值观，担当起时代责任，为祖国的发展

作出应有的贡献。”颜子越说。

“最大的感触是感谢陪伴在自己
身边的人”

颜子越身体力行，她一直践行着她在

信中所提到的自我成长，同时感恩着身边

人的付出。

“回顾高中三年，我特别感谢陪伴在

我身边的父母、老师和同学们，当然自己

的努力是必不可少的，但大家的关心和爱

护也让我更有勇气直面挫折、挑战自我。”

颜子越提到，她的父母在生活上给予

了她很大的保障与支持，妈妈每天精心准

备早餐、送她上学，爸爸接她放学，同时在

心态上父母也能给予正确引导。

提及已经走完的高中三年历程，颜子

越感触颇深，和外界想象的一直都自信满

满的“学霸”形象不同，颜子越的成长也伴

随着沮丧和彷徨，成绩出现波动时她也会

偶尔迷茫，而同桌的陪伴、鼓励和开解让

她得以迅速调整好心态。

颜子越还特别提到了她的历史老师，

她说：“我们的历史老师非常关注我们的

心态，考完试找老师面批试卷，历史老师

首先会非常贴心地同我们聊聊天，不会直

奔成绩，还会关心我们最近的心情和心

态，同时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指导。”

提到高中生涯中最难忘、最有影响的

事，颜子越表示，是一次失败的辩论赛。

“高二时参加的一场年级辩论赛让我

特别难忘，由于忽略了模拟辩论导致准备

不足，我所在的小组在对方辩友的连连发

问下手忙脚乱，我自己也没有勇气站起来

发问反击，最后结果很是惨淡。我很自责，

后来进行了复盘和反思，看到了自己在

即兴发言上的不足之处，我在之后的繁

忙学习之余，会利用一些机会不断地去

锻炼，例如主持班会时，我会努力让自己

克服怯场的毛病。”

“贵在坚持、善于总结、查漏补缺、
做好计划”

颜子越在学习上自有一套“战术”。

“首先，坚持就一定会有成果，其实从

高一到高三，我的数学一直是弱项，我每

次需要比别人多一些的理解时间，多花很

多精力，但是我一直在坚持学习、坚持做

题，最关键的在于整理错题、定期回顾，我

还分门别类进行了梳理，把解题思路标注

出来，对于所犯的定义、基础性错

误，也会专门整理出来。”

高考中，颜子越觉得遇到了自

己认为近几年最难的数学题，“在考

场上，我想起老师的嘱咐———要先

易后难，我给自己加油打气，树立自

信，心态也变得平稳，在答题时间比

较紧的情况下碰到压轴大题，既然

拿不到满分，那就放平心态，尽可能

多解一些步骤，最后取得不错的成

绩，其实，我认为这跟我平时的坚持

和努力分不开。”

颜子越认为，做计划是学习方

法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她会利用晚

自习复盘当天的学习内容，并且计划好

第二天要做什么，具体到做哪套题、积累

哪些内容。

“翻看我的计划本，其实每天都完不

成。”颜子越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这

很正常，毕竟学习进程还是要以学校统一

的计划为主，但这个方法可以帮助我有效

梳理学习进度，哪怕没有完成，最起码也

知道自己要在哪些方面进行查漏补缺，可

以灵活调整。”

在兴趣爱好方面，颜子越热衷于阅读

文学作品充实自己，同时，她也会通过游

泳、打羽毛球来锻炼身体。高考结束后，暂

时放下了学习压力的她兴致勃勃地开始

了壁球和爵士舞两项新运动。

提到兴趣爱好时，记者了解到，颜子

越曾参加了第二届全国中学生地球科学

竞赛预赛，并获得了二等奖。

“我之前的参赛经历和对地理的浓厚

兴趣源于高一期间学校组织的一次暑假

研学活动，我报名参加了地理竞赛培训

班，去了柞水溶洞，参观了喀斯特地貌，它

的美学和艺术价值深深吸引了我、让我感

受到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对地理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学校假期会经常举办研学活

动，这有助于我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颜子越说。

“对未来的真正慷慨，是把一切
都献给现在”

目前，颜子越已经完成了高考志愿填

报，她填报了清华大学新雅书院，希望未来

在学院中接受更完备的通识教育。对于以

后所读专业的选择，颜子越表示，由于自己

从小就爱看CCTV12的《普法栏目剧》，再加

上有长辈从事法律职业，自己从小就梦想

着有朝一日成为正义的化身，这也是她参

加之前她提到的那次最难忘的辩论赛的初

衷，想在辩论赛中提高自己的辩论能力，为以

后学习自己喜欢的法学进行积累。

提到未来对自己的祝福，颜子越表

示，她非常喜欢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尔

贝·加缪在《反抗者》中写下的一句话：“对

未来的真正慷慨，是把一切都献给现在。”

同时，颜子越也将“追风赶月莫停留，平芜

尽处是春山”的鼓励和祝福送给学弟、学

妹们，希望他们也能一路披荆斩棘、乘风

破浪！

被岁月磨砺，才会成为另一个不同的自己
颜子越（西安高新一中2022届高一七班）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来自2040年4月的颜子越同学”给2020年4月的颜子越同学写的这封信吧！

致青年颜子越：只向上走，继续发光

6月24日，陕西省高考出

分。三载披荆斩棘，一朝乘风

破浪，“少年君”同你们一起关

注着孩子们努力的结果。令

人惊喜的是，高新一中的“学

霸”颜子越同学与“少年君”渊

源颇深，她曾在“少年家国信”

平台发表过未来的她写给自

己的信，“少年君”想在这里对

颜子越———我们的老朋友道

一句：“祝贺！”

亲爱的颜同学：
获知喜讯，“少年君”亦

开心不已。恭喜你！两年前你

在给自己的信中写道：“希望

自己问心无愧地说出我没有

辜负你，没有辜负过去、现

在、未来的自己。”而今，在刚

结束的高考这场“奇妙游”

中，你做到了。

终于，星光不负赶路人，你

披星戴月的所有点滴，你奋笔

疾书的所有愿望，都在尘埃落

定的这一刻，得到回应。曾经的

每一点付出，都变成了查分时

淡定的底气。“少年君”要再一

次对你说一声：“祝贺！”

在这特殊的三年中，你辛

苦了！分数不仅代表着知识与

能力，它意味着你在日复一日

的训练中学会坚韧，在成长过

程中不失对世界的爱与忠诚，

在寻常烟火的生活里愿意饱

含炽热与温柔。同时，也意味

着你的未来。时光的尽头仍是

时光，旅程的结束亦是开始，

愿你做新的自己，永远保持发

现美好的敏锐和热泪盈眶的

敏感，成为一个有高度也有温

度的“大人”。

时光的风拂过，今夏很长，

那个曾经对自己说不要任性的

你，也已经长成大姑娘啦。

愿你在更大的世界里，熠

熠生辉。

“少年君”

2022年6月26日

6月24日，陕西省高考成绩公布，西安高新第一中学的颜子越在高考文科类考试中取得了676分的好成绩。而颜子越同学在两年前参加“少年家国

信”平台策划的征文活动中发表的一封信《被岁月磨砺，才会成为另一个不同的自己》引起了网友们的注意，细心的粉丝们找到了“少年家国信”平台上

的这一封信并发给了“少年君”（少年家国信编辑），《阳光报》记者也了解到了这封信背后的“高新侠”（高新一中学子的自称）颜子越的家国故事。

记者郭菲菲实习记者张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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