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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就像一场旅行：
跋山涉水，有始有终，相同
的是终点，不同的是内涵。

提及冯唐，很多人批评
他的作品，但当你真正研读
后，会不以为然。

冯唐，名牌大学的博
士，事业有成的商界精英，
平时爱倒腾些古玩、爱“摆
弄”些文字。

平时以青春反思和人
生哲理叙述为主的冯唐就
像是个习惯了闲云野鹤生
活、看破世俗的奇人。多年
世俗生活的锤炼，铸就了他
独特的处事心态与人生观
念，他的文字中不仅有奇葩
的风格和真挚的情感，更有
独具一格的思想，正如同李
敬泽对他的评价：“冯唐完
全是一个野孩子，一身非法
的才情。最崇高的和最庸
俗的，最雅的和最俗的，最
高调和最不高调的，都在冯
唐的文字里狂欢。”

冯唐说：“我们彼此相
爱，就是为民除害。”其实人
生本就是一场体悟感动的
旅程，简单而温馨。留心发
现生活中的美，闪耀自身的
独特，身披善良的铠甲，向
阳而生、真诚待人，就能活
出别样的精彩。

“没有开端、没有结尾、

没有架构、没有悬念、杂树
生花、群英乱飞”是对冯唐
文字的一种普遍看法，在这
样一个没有拘束的世界里，
才能体现文字的最大魅力，
读者可以在他构建的世界
里翱翔，在只言片语中读懂
他的为人处世之道。尽管
世俗、尽管嚣张，但却是满
怀情感的经验之谈。

执笔十余年，冯唐也渐
觉老之将至。他坚信他所
能坚持的就是让自己继续
成为一个独特而有趣的人，
只有做自己想做、爱做的
事，人生才不会枯燥无味，
更不会悄无声息。人生短
短几十年，用同样的时光开
拓不同的精彩或许比追随
大众潮流有趣得多，老归
老，身体老了依旧可以用精
神创造价值；可一旦心老
了，那就和行尸走肉没了区
别，唯有保持自信和特立独
行的内心，才有机会用价值
战胜时间！

人生路漫漫，且行且珍
惜，或许不知老之将至，但
也应活出属于自己的精
彩。自己的，才是别样的。

【点评】从文字说到人
生，不仅读文字，更吸取人
生经验。

老自行车已经十几年
了，从门前搬到棚下，再从棚
下搬到地下室，落满了灰尘。

“爸，这车这么破，可以
扔了吧。”

“丫头，这老自行车可比
你年纪还大呢，有点敬畏之
心啊。”父亲答。

简单擦一下灰尘，父亲
就把车推出来晒太阳。老自
行车“哆嗦着”，掉了的链子
拖在地上发出嗒嗒的声音，
活脱脱一支跑了调的小型乐
队。

父亲坐在马路牙子上，
抹布平摊在粗糙的大手上，
伸向车的横梁。手指关节穿
梭于老车的缝隙之间。

老车一点点变干净，我
的回忆也席卷着旧时光，如
秋风下漫天飞舞的红叶……

在旧时光中，父亲总会
将小小的我放在安全椅里，
而我双手紧紧揪着父亲的衣
角。他常常故意急刹车逗我
玩，猛一下撞到温暖的后背
上，我咯咯笑个不停，他也回
过头来冲着我笑。

后来我渐渐长大，安全
椅换成了只有靠背和脚蹬的
新后座；再后来后座也盛不
下我了，父亲把它拆掉，再装
上一块海绵然后裹上棉布。

父亲再带我的时候，总
会开玩笑说我变胖了，以后
带不动了，嘴上说着不带，脚
下总会使劲一蹬，骑得飞快。

时间这个东西真的很阴
险，突然有一天它就让我发

现父亲起步慢了。我想他是
真的老了。

那天，我对父亲说：“爸，
你别带我了，我想自己骑车。”

父亲愣了一下，那是欣
慰中混杂着伤感的表情。父
亲随即扭过头去，又笑着回
头，拍了拍我的背：“姑娘长
大了，我也确实带不动了，
走，买车去。”

之后我常常和父亲比赛
骑车，他好像是在向我证明
他没有老，更是证明他一直
都在。

有一次外出，父亲突然
坐到我车后座上，笑嘻嘻说
道：“来，闺女，你带我吧！”

我连声说好啊好啊，但
他只是笑着推我一下，一边
骑他的车子，一边念叨：“我
才不要你带呢……”

出神间一转头碰上了父
亲的眼神。“这破车之所以是
我的宝贝，是因为它载过的
是我的宝贝啊。”父亲摸着老
车说，笑容依旧。

这笑容一点没变，可时
间已经偷偷在那些看似不起
眼的角落加了几笔，比如眼
角几道不知名的纹路，比如
不再挺直的后背。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老
车上的后座又被擦得锃亮，
这次后座上坐着的，是父亲，
我要载着他去世界上所有美
丽的地方。

【点评】 围绕一辆车讲
述父女故事，感情真挚。

有人说，偶像是光，能发
出光芒；有人说，偶像是酒，
能让人沉迷。而我觉得，偶
像是一种力量，推动我前进，
引发我沉思，促进我成长。

我的偶像不是光彩照人
的演员，也不是富甲一方的
商贾，亦不是智慧知性的学
者，我的偶像只是一个普通
人，她很漂亮，走路很漂亮，
说话很漂亮，行事也很漂
亮。我曾坚定地认定她是我
的榜样和目标。

我偶然间认识她，很快
就和她熟了。她很文静，又
很容易相处，人缘好，而且极
受老师喜爱，我十分佩服
她。与她相处久了，我渐渐
喜欢上她，我开始想成为像
她一样完美、漂亮的人。

我开始学她。我学着放
低声音，放慢语速，我学着简
化语言，用最精练的语言表
达自己。然后是打扮，我学
着放下繁琐的衣服，放下我
曾经喜爱的鲜花一般的颜
色。我学着简化自己的头
饰，不再用鲜艳光亮的发

夹。我学着她行事，把每件
事情都尽可能做得稳妥。我
克制自己急躁的脾气，努力
表现得有涵养，对每个人都
保持微笑……

渐渐地，我仍然保持着
沉稳的声音，却无法抑制自
己的急躁；我仍然穿着简单
的衣服，却无法掩饰跳跃的
步伐；我仍然努力对每个人
微笑，但有时却克制不住在
心底流泪。直到有一天照向
镜子，才顿时醒悟：我还是
我。我开始想要做回自己，
我又找回从前的语调，换回
先前的衣着，继续高效却又
鲁莽地行事。

可我发现我好像有了一
些变化，我的急躁开始收敛，
我的穿着不再繁琐，我变得
更文静……我终究不是她，
但我可以是更好的自己。

偶像是一种力量，推动
我前进，启发我深思，促进我
成长。

【点评】 偶像是身边的
普通人，观点新颖。

有时候，我会思考：人
生的意义是什么？

曾听过这样一段话：人
有三死：一死是停止呼吸，
即生物学上的死亡；二死是
下葬，他在人间没有了自己
的位置；三死是世上最后一
个记得你的人忘记你了。
我们应当努力实现人生价
值，让更多的人记住自己。

因此，有人说，人生的
意义在于奉献社会。的确，
奉献社会是人存在的最基
本的价值。人类社会纷繁
复杂，无论你多么渺小，你
在社会中总有一席之地。
匆匆走过的年轻白领、飞速
疾驰的快递小哥、田间劳作
的老爷爷等，他们都是平凡
人，但在平凡中闪烁着耀眼
的光芒。

也有人说，人生的意义
在于欣赏这个世界。于是
有人背起背包，穿行在崇山
峻岭之中，或驻足欣赏一朵
野花，或抬头仰望绚丽的星
空，抑或是坐在小酒馆的门
口，弹起心爱的吉他。于是
有人拿起相机，游览名胜古
迹，走过长长的历史回廊，
聆听先贤的声音。无论是
什么样的旅行方式，你会发

现你的旅行不过是浮光掠
影、蜻蜓点水。

那么，人生的意义到底
是什么？我想应该是追求
向往的生活。我向往安稳
的生活，没有战争带来的痛
苦，没有灾难带来的悲伤。
我向往充实的生活，物质上
可能并不富裕，但一定要有
诗的陪伴。我向往朴素的
生活，腾出空间给自己遐
想，留出时间给自己思考。
我向往热烈的生活，在平凡
的生活中追逐梦想、奔向远
方。林徽因说过；“真正的
平静不是远离车马喧嚣，而
是在内心修篱种菊。”我的
生活不会是寄情山水，因为
我割舍不下都市生活的便
利。我的生活不会是纸醉
金迷，因为我知道这些终究
会随风飘散，我会把每一天
都当做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发光发亮。

因此，人生的意义在于
在有限的生命里活出不一
样的精彩，追求自己向往的
生活。海子说过：“你来人
间一趟，你要看看太阳”。

【点评】 由浅入深，提
出自己的观点。

夜晚的城市中，月光在灯
火通明下往往显得含蓄而低
调。白日里的喧嚣和躁动，在
夜晚都逶迤进了月亮河里。

月亮河在城市里慷慨地
倾泻月光，触到城市在苍穹下
棱角分明的剪影，便分散成许
多支流。一条支流流进了城
市的老胡同，一位老人拾起这
束月光，回家后，把它编进了
藤椅，一到晚上，这把藤椅就
闪着美丽的微光；另一条支流
流向了写字楼的办公桌，一个
年轻人拾起这束月光，把它溶
进了墨水，用钢笔蘸着这墨
水，写下了一首关于月亮的
诗；还有一条支流，流向了一
户人家的玻璃窗，孩子把这束
月光拾起，洒进茶壶，沏了一
壶香喷喷的月亮茶。

大山深处则与城市截然
不同了。没有高楼大厦的支
离分割和人工灯火的争奇斗
艳，月光大片大片地洒向山野，
月亮河也流淌得恣意自如。

当太阳沉降到大地的彼
方，暮色就像叠涂的水墨，一
层层浓重起来了。月亮河流
淌了起来，月光也向山脉缓缓
扑过来，被山脊凹成了唇的形
状，月光便温吞吞地吻着大山
了。山民从自家窗棱上望见
了大山的乌色身影，就像听见
了大山的守护誓言和庇佑辞，
顿觉踏实满足。沐浴着月亮
河，山民们暂且沉淀下那些俗
欲杂念，坦然入眠。

城市与山野的月亮河发
源于同一轮明月，却又好像不
尽相同。城市的月亮河隐忍
而细腻，山野的月亮河散漫而
温厚。然而，不论是哪里的月
亮河，最终都会伴随着人们卸
下白天的外壳，在睡梦中成为
黑夜的孩子。在大地上洒下
亘古光明的月亮河，在城市和
山野中其实并没有什么分
别。因为它在同一个寰宇中，
摆渡着同样平凡的人。

【点评】借月亮河写出了
城乡之间的不同。

且行且珍惜
□郑州外国语学校高三（1）班 胡超然

浅谈人生
□郑州外国语学校高三（1）班 马丽莎

活出精彩

人生感悟

老车 父女情深

□郑州外国语学校高三（3）班 孙诗语

偶像 找到自我

□郑州四中高二（4）班 鲁宜心

共享明月

月亮河
□中央民族大学 海江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