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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满则溢，刚过必折。”
或许有时迎难而上，只会鲜
血淋漓，而以退为进，以柔克
刚，不失为一种智慧。

老子曰：“上善若水。”水
看似柔和无害，但以其千变
万化，汇为强大之力。“水能
载舟，亦能覆舟。”涓涓细流，
亦可作汹涌惊涛；刀剑无情，
却难以伤水半毫。水者，不
坚不锐，却以其包容为强力，
百炼钢也作绕指柔。韩愈
云：“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
攻，如是而已。”万事万物优
势不尽相同，善于利用自己
的优势，便可利其器，善其
事。水无刀剑之寒光利刃，
却可无敌天下。

善刀而藏，锋芒后露。
隋文帝之子隋炀帝，为夺皇
位，隐忍十二年而不发。他
利用漫漫十二年，博学强识，
遍访民间街巷，体察民情，整
理各地修缮意见，并针对性
作出多篇策论；他不惜重金
招揽人才。隋炀帝用自己的
隐忍谋成大事。世人只知炀
帝暴政，殊不知炀帝之真才
实能。隋炀帝的隐忍不发，
何尝不是一种避其锋芒，专

攻弱点的智慧。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春秋战国时期，战事频发，被
灭国兼并者众多。然而一位
国君却国灭而后复立，他便
是越王勾践。吴王夫差攻下
越国后洋洋自得，为羞辱越
王，令其沦为奴隶。勾践表
面上愿归顺于他，尽力讨吴
王欢心，并献美女西施，使夫
差警惕之心消弭。勾践被放
回国后，卧薪尝胆，不敢忘国
灭之痛，羞辱之耻，以苦胆悬
于席上，日日尝苦而自省。
短短几年，勾践便富国强兵，
一举进攻吴国，灭夫差于殿
上。勾践藏锋几度春秋，破
而后立。

听闻骆驼与狼进行角逐
时，不直面于狼之利齿，而是
利用自身熟识沙漠，善于奔
跑的特点诱敌深入，最后得
以脱险，这正是以柔克刚，以
退为进的表现。智者，运筹
帷幄中，决胜千里外。

退，进者所能，智者之
才。

点评：语言流畅，举例恰
当。

我看见一位黄土高原孕
育出的祖国卫士，他的脊背
笔直，眼光深邃，他的心里装
着祖国，他的手里捧着人民，
他的战机徜徉在蓝天，炸贼
窝，除奸佞……他俯身于大
地，解疾苦，爱人民。

那年盛夏，我到医院陪
护刚做完手术的父亲，临床
的他一下子便引起了我的注
意：高大的身躯深陷进惨白
色的床单里，像是要被吞噬
了一般，他稀疏的银发软塌
塌地散落在枕上，无力又软
绵。布满老年斑的脸庞灰白
而无生机，唯有一双眼睛炯
炯有神！每当听到窗外传来
飞机飞过的声音，那双紧闭
着的眼睛便猛地睁开，散发
出的光芒摄人心魂。

“我当年可是飞行员
呢！在华北平原打过胜仗
……”这是每晚病房中的必
备话题。浓重的陕北口音使
他的声音更加沧桑浑厚，像
是从历史长河中发出的空谷
回响。激动时，他“噌”地站
起来，抓住圆珠笔、拖着氧气
管和导尿管，走向那幅中国
地图，手臂费力地抬起，导致
线条有些扭曲。“这里，在这
里我炸死了好几个鬼子……
我们胜利了！”随着他断断续
续的描述，一幅作战地图不
一会儿就呈现在眼前。可过
度的体力消耗让他好不容易

养好的精力消耗殆尽，他剧
烈地咳嗽，身体深深地俯下，
像是随时要散架似的。终
于，他在护士的搀扶下蜷回
病床。记忆像是醇香的美酒
让人无法自拔，在病床上的
他依然絮絮地说着，激动时
声音便又大起来，护士不得
不再三提醒。

“那可是飞机啊，没培训
几个月就上战场了……我可
是十八岁就入党了！”他自言
自语，大家默默听着，继而，
他的声音慢慢小下去。清凉
的月光照在他的脸上，他睡
得如同婴儿一般恬静。我不
禁想到是什么让一个十八岁
的青年毅然踏进了机舱，又
是什么让他无所畏惧？是蓝
天白云，是党的嘱托还是人
民的期望。

他睡在这静谧的夜里，
睡在自己创造的和平里。他
的眉头紧蹙，是不是在梦里
回到了那片战火纷飞的天
地？

第二天，他的孙子来看
他，骄傲地说：“我爷爷是飞
天超人！我以后也要像他一
样！”大家都笑了。

这个时候吧，窗外的阳
光格外灿烂！

指导老师 黄军军

点评：观察认真，注重细
节的描写，叙述完整。

“条条大路通罗马”，官道
之旁的乡野小径，谁敢断言不
能通罗马？走与不走，不仅仅
是一念之间的差别，更多的应
该是敢不敢尝试的胆略、愿不
愿创新的睿智，以及能不能坚
守的禀赋！

不走寻常路，你敢不敢尝
试？

尝试必然面对未知、风险
和各种不确定性。玄奘西行、
鉴真东渡，“敢”为天下先。一
个“敢”字，道出事业成功的先
决条件。张骞“敢”闯沙漠瀚
海，于是丝绸之路的开辟遗泽
至今；苏轼“敢”执铁板唱大江，
于是“豪放派”的壮词宏声传诵
千年……

但是，“敢”又何其之难！
独自上路，品味别样的风景、品
味别样的感受，也必然品味着
来自心灵深处的孤寂和渴望。

不走寻常路，你愿不愿创
新？

创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
展的不竭动力，也是引领发展
的第一动力。但创新必然是对
原有事物的冲击，必然是对现
有状态的突破。放弃驾轻就熟
的闲适，放弃泯然众人的自在，
甚至放弃对偶像和权威的崇
拜，你愿意不愿意？

袁隆平几十年“锄禾日当
午”，远离都市，才有“籼型稻”
和“杂交水稻之父”的诞生；商
鞅抛舍卫国公族的锦衣玉
食，不袭旧制、不避非
难，他的“舍”，才有秦
国 雄 视 天
下 的 历 史

之“得”；爱因斯坦以牛顿信徒
之手，打破偶像“完美理论”的
完美，这才成就相对论的横空
出世。我想，这些“愿”一定都
是发自内心的抉择。

不走寻常路，你能不能在
寻常之中觅得非常之道？

寻常是常态，非常往往都
是偶然的、少数的。在寻常中
发现非常，在寻常中把握非常，
在寻常中成就非常！

鲁班精于木工，在日复一
日的木工劳作中发明锯、凿等
工具，终成“祖师”之名；德国众
多家庭作坊式的小工厂，致力
于一个零件和部件，几十年乃
至几代人精益求精，托起德国
制造工业4.0的辉煌；干一行爱
一行、干一行专一行的“工匠”
精神，是我们成就非常的原动
力。把寻常做到极致，于是寻
常也就成为不寻常。

不走寻常路，是一种胆
略、一种睿智、一种坚
守。罗马就在路的尽头，
挥别官道和大路，我
们“敢”、我们“愿”，
我们也“能”相见
于罗马！

点评：观
点新颖，逻
辑清晰。

他是
我 的 父
亲，他，是

一个平凡的人，
一个爱家人更爱

工作的人。
我很幸运，在我出

生的时候，我们家的条件渐渐
地好了起来。他已经工作十多
年，家里有点积蓄，他开始给我
买当时最好的东西。那时候刚
刚有蛋挞，也只能在市里面买

得到，他一有机会去市里，
就把我带上，给我买两个蛋

挞，我在那儿吃，他在那
儿笑，显得比我更高兴。

父亲也有严厉
的一面，在学习上，

他不强求我的
名次，但要
求 我 必 须

有正确的学习态度；在为人处
世上，他要我知恩图报，尤其是
对老师。在他的耳朵里，容不
得我有半点儿贬低老师的话
语。

他有时也会生气，生起气
来，怒目而视，让人浑身发抖，
现在回想起来，在他一次次为
我而生气，在我一次次为此哭
闹时，不知道他又承受了多大
的委屈。

我父亲很爱他的工作，他
二十岁参加工作，给下面乡镇
送达文件。他那时候只有一辆
自行车，一天来来回回要骑几
十公里路。好不容易有了一官
半职，也总是在第一线，跟同志
们一起辛苦，而且经常熬夜加
班。

我至今还记得他写给我的
那封信，说因工作忙而不能陪
我，表达对我的歉意。

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
的基层干部，他平平凡凡，
却又在平凡中展现出不平

凡。

点评：感情真
挚，表达
了 对 父
亲的爱。

不走寻常路

平凡的他
□濮阳市外国语初中初二(11)班 武晓琦

□郑州外国语新枫杨学校高三（31）班 王屿然

飞天超人
□郑州外国语新枫杨学校高三（21）班 王晔媛

以柔克刚 以退为进
□郑州外国语新枫杨学校高三（30）班 杨烨

父爱如山

生活感悟

抗战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