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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哲人曾说：“你给了
生活多少耕耘，生活就会赏
赐你多少果实；你给了生活
多少懒惰，生活就会回敬你
多少苦涩。”在我们身边，有
太多懒惰的聪明人，也有那
些脚踏实地、忙于“耕耘”的
笨人。

在动画界，“电脑作画”
兴起的年代里，宫崎骏依然
坚持“老掉牙”的创作方式：
手绘。他的手绘清新简单，
适合回忆——就如枕头适合
瞌睡，星空适合仰望。记得
看《红发安妮》，当安妮走过
樱花林时，樱花如云，扑面而
来，落英满地。虽然没有画
出每一朵花，但层层叠叠的
色彩恰到好处地渲染了繁花
似锦的景象，唯美得宛若梦
境。在这个高速发展的“快
餐化”时代，宫崎骏无疑是个

“笨人”，他用五年甚至十年

去打磨一个作品，即便在三
年无工作可接的困顿期也没
有放弃。而在他一笔一画的
努力下，吉卜力工作室成为
人们向往的童话王国。我
想，他的作品会随着时间的
推移更加不朽。这样一个笨
人，扎根于星空下的泥土中，
开出了最绚丽的花。

海子说：“要有最朴素的
生活和最遥远的梦想，即使
明天天寒地冻、路遥马亡。”
聪明人不甘受冻，他们选择
待在原地过酒足饭饱的生
活，所以，他们错过了外面灿
烂的星空。这也印证了李敖
的那句“最笨的事都是聪明
人做的”。

爱迪生儿时被斥为弱
智，连“鸡和蛋哪个先出现”
这种问题都要请教老师，可
后来他显然也要比当时那些
知道答案的同学们成功得

多。为了中国核潜艇事业的
发展，黄旭华院士隐姓埋名
几十年，青丝化作白发，依旧
铁马冰河。路遥为创作《平
凡的世界》，深入矿工的生
活，与他们同吃同住，一起坐
在阳光下闲聊，尽管彼时的
他正在和生命赛跑……他们
是笨拙的，放弃了安逸与功
名，拥抱朴素的生活和遥远
的梦想，脚踏实地，用血汗谱
写了一曲生命的赞歌。

叔本华说：“人，要么庸
俗，要么孤独。”我想，我们都
应该做孤独的“笨人”，而不
是庸俗的聪明人。

星空下，每朵云都不知
所踪，在尘埃中仰望的星空，
无疑是生命中美好的风景。

【点评】 举古今中外名
人事例说明自己的观点，通
俗明了。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
了首都——北京。

北京城里藏着很多胡
同。我和妈妈走进胡同，感
觉快走到宾馆了，可又发现
还在起点停留。我们去问环
卫工人，按照那位爷爷所说
的去做，结果被这胡同、那胡
同转迷了。胡同，就像一口
不见底的井，让你无法知道
它的奥秘。

我们来北京参观的第一
所大学是北京大学。里面的
风景美不胜收。刚进北大校
园，阳光照射在湖面上闪闪
发光。未名湖畔，微风吹拂，
岸边垂柳依依，河面上还不
时“咕噜咕噜”地冒水泡。湖
水犹如一条绿色的绸带环绕
着湖心小岛四周。

我们的下一个去处是清
华大学。我和妈妈骑车到荷
花池旁，盛夏时节，火辣辣的
太阳把池水烤得滚烫，似乎
会冒出一缕缕青烟。绿叶满
塘，荷花飘香。它们姿态不
一，有的仰面朝天，有的垂着
头，有的翩翩起舞。清华园
的景色很美，骑车走在蜿蜒
的小路上，眼前，参天的雪
松，一头长发的柳树……高

的、矮的、大的、小的，枝繁叶
茂，郁郁葱葱。脚旁，百花争
奇斗艳，红的、黄的、白的、紫
的，让人流连忘返。

我和妈妈一起登上了长
城，放眼望去，它像一条巨
龙，在山峰上蜿蜒起伏。长
城东起山海关，西到嘉峪
关。站在长城上，踏着脚下
的方砖，摸着墙上的石头，想
想古代修建长城的人民是多
么的辛苦，他们是怎样搬动
那么大的石头？我原以为长
城很好爬，可我和妈妈刚上
了一个烽火台，就觉得脚有点
儿疼，其中我遇到了一段非常
陡的路，我只能使用我的绝招
——爬。我们爬完长城，腰酸
背痛，腿脚都不听使唤了。

在随后的几天，我们去
了北海公园、鸟巢、水立方、
圆明园和北京师范大学。七
天的北京之行很快就结束
了，虽然我还有很多地方没
有看，但是北京的胡同、北京
的小吃、北京的大学，它们都
已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

指导老师 金琛娟

【点评】语言流畅，详略
得当。

王安石曾说：“世之奇
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
险远。”是的，多少雄奇壮观
的景象，是坐井观天、偏安一
隅者无法想象的。有志者，
当畅游四海，纵横天涯，跨千
山、过万水，方能练就宽广的
胸怀，成就精彩的人生。

人生的精彩在于看过千
山万水之后的潇洒自如与大
彻大悟。

静立潮头，看江山如画，
万水东流。苏轼，饱读诗书、
才华横溢，可最终成就这位
文坛豪杰的不是欢歌艳舞，
更不是污浊的官场，而是他
一贬再贬人生路上的如画江
山，正是远离了京城，他才能
放开天性，畅享自然；正是远
离了官场的勾心斗角，他才
能仰天长啸，心胸豪迈。在
这一贬再贬的路上，他走访

名山、凭吊古迹，体味到了世
事无常、人生真谛。浊酒一
杯，古今多少事，已付笑谈
中；皓月当空，多少离别愁
苦，已是过眼烟云。波澜壮
阔的山河，成就了中国文化
史上一位伟大的天才。

人生的精彩还有那：扭
转困境，征服最艰难、高不可
攀的风景。

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
一路上雪山草地、江波怒吼，
远非艰险所能概括，英勇的
红军战士与酷寒、饥饿为敌，
冒着枪林弹雨坚定前行。然
而，这险远之路却有着最美
丽的风景：我看到一座座永
远不倒的丰碑在长征路上巍
然屹立；永远明亮的革命薪
火在每个战士的心中燃烧，
共产主义的思想光芒闪耀于
东方大地。这场独特、艰险

的旅行虽然早已结束，但它
留下的风景，已经深深烙在
每个中国人心中。我相信，
长征路上的风景是最美的，
每一个长征战士的人生都是
精彩的，每一个在长征中闪
耀的生命都是伟大的。

行者无疆，志在千里。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踏破千
山万水，去成就精彩的人
生。若班超不投笔，汉廷只
会多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吏；
若李白不远行，大唐的气象
不知要逊色多少；若徐霞客
不远游，那一部气势磅礴的
游记怎能存留人间！

行者无疆，前方尽是人
生最美的风景！

【点评】事例使用恰当，
观点鲜明。

行者无疆 志在千里
□驻马店高中723班 杨远航

走在星空下的泥土中
□郑州外国语新枫杨学校高二（32）班 郭一默

我的爸爸最帅
□郑东新区聚源路小学五（1）班 兰景然

北京游记
□郑州市农科路小学四（7）班 陈怡文

6月份“人气王”出炉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袁婷婷

精彩人生

生活感悟

我的爸爸什么时候最帅
呢？当然是穿上白大褂，抢
救病人的时候。

我非常想知道什么是细
菌，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爸
爸的时候，爸爸眼中闪过欣
喜，利用休息日，爸爸带我来
到医院，参观化验室。爸爸
穿着白大褂，显得非常严肃、
认真，并严格按照要求给我
做好了防护措施。一进化验
室，有许多新奇的仪器把我
吸引住了，爸爸给我一一介
绍了每一台仪器的作用以及
使用方法。在那里，我第一
次见到了显微镜，爸爸用浅

显易懂的语言耐心地向我介
绍了显微镜的结构和作用。
爸爸手把手地教我怎么使用
显微镜观察细菌，一次次调
整，我终于在显微镜下看到
了细菌。看着旁边穿着白大
褂，严肃、认真的爸爸，觉得
他真“帅”！

有一天，我发烧，妈妈带
我去医院。刚到门口，就看
到爸爸忙碌的身影，他顾不
得照顾我，一直和科室里的
医生、护士一起抢救病人。
看着他跑来跑去，像战场上
的将军一样，指挥着医生、护
士，与死神赛跑，我觉得爸爸

工作的时候最“帅”。
每次，忙碌了一天的爸

爸回到家，都是稍稍休息一
下，又开始学习。我很不明
白，都已经累了一天了，为什
么还不放松一下呢？爸爸告
诉我，每个人都要不断学习，
才能进步。他用自己的行
为，给我做出了最好的榜样，
这时的他最“帅”。

我 觉 得 我 的 爸 爸 最
“帅”，你们觉得呢？

【点评】 通过生活中细
节，写出了爸爸的认真、负
责、勤奋。

榜样力量

暑假期间，不少孩子报
了各种各样的兴趣班，学习
技能、收获成长。河南省实
验学校郑东小学三（12）班陈
怡谦同学，在这个暑假就学
会了游泳，他将学游泳的过
程写成文章，分享快乐，得到
大家的喜爱，他的文章《我学
会了游泳》在微信公众号“大
河报教育在线”作文投票活
动中得票最高，成为2018年
6月份的作文“人气王”。

6月份，正值毕业季，回
忆校园生活，充满感恩和不
舍。郑州市陈中实验学校五
（8）班陈嘉麒同学的文章《遇
见》，引起大家的共鸣，在微
信 投 票 活 动 中 获 得 2491

票。本报将为其颁发“优秀
作文奖”。

请两位获奖者于 2018
年 7 月 31 日前，到郑州市农
业路东28号报业大厦605室
领取奖品及证书。如果你有
好的文章欢迎投稿，投稿邮
箱：dhbzuowen@126.com

查看6月份作文投票详
情，请扫码关注微信公众号

“大河报教育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