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0月9日 星期三 责编 袁婷婷 美编 冯帅

教育作文AⅠⅠ·17

投稿邮箱投稿邮箱：：dhbzuowdhbzuowen@en@126126.com.com
作文将在微信公众号作文将在微信公众号““大河报教育大河报教育

在线在线””同步推出同步推出，，微信投票活动中得票最微信投票活动中得票最
高的还有机会获得精美礼品哦高的还有机会获得精美礼品哦！！

每一个白昼，都要有对
梦想的思考。

我问自己，梦想是什
么？

一
又是半夜。
上个星期，在蝉鸣声声

的夜晚，你对我笑着说，我
们一起加油啊，相约在枫
杨。我点点头，笑着答，我
们要一起去看那哈佛红。

也许因为你是我最好
朋友的缘故，这次的约定我
执著得有点可笑。我鞭策
着自己做不喜欢的事，一遍
遍地在数学的行程问题上

“深造”，一遍遍地背英语语
法。

台灯是夜猫子的日光，
黑夜是梦想者的倔强。

真的很累，在夜晚忍住
倦意让自己的大脑保持活
跃，风油精的冰凉还在太阳
穴上残留着。

我曾想放弃过，可是想
到我们的约定，继而重新拿
起被手汗浸湿的笔，心中满
满的都是力量。

放弃不难，但坚持一定
很酷。

凌晨四点钟，看见海棠
花未眠，总觉得这时，你在
我身边。

一个月后，我接到了期
盼已久的电话。

我满怀欣喜地发消息
给你。突然想起那天我们
的约定，那时，星星融化在
你我的眼眸之中，风中的松
树，用它们丝绒般的叶子唱
出你的名字。

海子说：“你来人间一
趟，你要看看太阳。”

我按下发送键：我来人

间一趟，我看到了太阳。
二

临近正午，夏日的阳光
越来越毒，汗水缓缓滑落，
落在塑胶跑道上。

此刻却感觉不到热，心
脏不安地跳着，等待着800
米考试开始的哨声。

800米，从来不是我的
强项，可我真的很想得第
一。在这几个月里我努力
地提升自己，看定时器上的
时间一点点地变少。

哨声划过云霄，每一个
人都争先恐后地向前跑
去。我的呼吸一点点地变
得急促，腿脚也变得乏力，
身体里像有一团气在挤压
自己，我的肺好像要炸了，
我很想休息一下。我告诉
自己，不要停下脚步，向前
跑，相信自己，你可以。

每一秒钟我都在想，坚
持，坚持到下一秒钟就好。

我听着鞋子一下一下
落在地上的声音。一直到
终点线。

那一刻，我听到了风，
心里似东风纵横田野。

所有心中坚守的都会
做到，因为有梦想。

如果有下一次，我还会
相信，星星会说话，石头会
开花，穿过夏天的栅栏和冬
天 的 风 雪 后 ，我 终 会 抵
达。

我说我懂了。人生碌
碌，竟短论长，却不道荣枯
有数，梦想也能助力成长。

你看啊，太阳强烈，水
波温柔，青春正飞扬。

点评：语言优美，充满
青春气息，满满正能量。

德与才的关系，自古便
是人们议论的焦点。《文史通
义》中，刘之几提出“史学三
长”，章学诚加上第四长“史
德”，并认为史德是最关键的。

其实不仅在历史学方
面如此，做人同样如此。若
将二者进行比较，“德”应该
放在第一位，是“才”的根
本，要秉持“德者，才之帅
也”的价值观念。

商纣王帝辛自幼聪明
机智，文武双全，可以做到

“手格猛兽”。然而他登临
王位之后，不修德行，为满
足自己的欲望大肆压榨百
姓，造成无数农民流离失
所，国家动荡以致灭亡。这
就说明了有才无德的人可
能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灾
难。宋代的奸臣如蔡京、秦
桧之流，都拥才能，却置国
家、人民于不顾，一心追求
自己的利益，使得社会受到
极大破坏。才能固然可以
帮助人走向高位、手握权
力，但如果没有相应的道
德，就可能给他人和社会造
成更大的损害。

如果道德高尚，即使才

学不足，也会为人所称颂。
伯夷叔齐作为亡国贵族，他
们为了保持自己的节操，宁
愿饿死在首阳山也“不食周
粟”，高尚的道德使他们流
芳百世。《论语》中提到：“为
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
而众星共之”。这句话也强
调了道德的重要性。

若是德才兼备，往往能
够光耀千古。诸葛孔明自
幼勤奋好学，学成之后从治
国理政到行军打仗无所不
通，可谓才学极高。另一方
面，他的道德节操同样无可
挑剔。在他做丞相期间，虽
大权在握却始终保持着臣
子的本分，“鞠躬尽瘁，死而
后已”。正是由于诸葛孔明
做到了德才兼备，才使得武
侯祠遍布全国各地，为人所
悼念。

而作为一个人，在“德”
与“才”之间进行比较，应当
明白“德”乃是第一位的，绝
对不能一味地提高自己的
才能而放弃道德的修炼。

点评：观点明确，论据
充足。

暑假，我和家人一起参
观了雄伟壮观的三峡大坝，
游览了闻名四海的长江三
峡。三峡流水、大坝泄洪、
五级船闸……让我至今难
以忘却。

一眼望去，大坝宛如一
条巨龙横卧在三峡的河床
上，不禁让我想起了诗仙李
白的诗句“江大峨眉雪，川
横三峡流”。它牢抓陆地，
使大坝坚不可摧；它喷吐江
水，使人们不愁用电。大坝
通过泄洪以及存水所产生
一年的电量达到了2626亿
度，稳居世界第一。

每逢雨季，横拦在三峡
上游的大坝就用它那庞大
的身躯将洪水扼杀于摇篮
之中。我站在大坝上方的
观景台俯瞰大坝。恰逢此
时，泄洪开始了！大坝中间
的十个泄洪孔皆喷出粗壮
的水柱，使江水分流并减缓
江水流速。泄洪时，波澜壮
阔、雷霆万钧的场景与大坝
上游的高峡平湖形成鲜明

对比。
登高望远，只见江天交

界，白云悠悠，崖壁陡峭；俯
首瞰视，顿觉万木峥嵘，怪
石嶙峋，气吞山河。三峡美
景令人沉醉。

回首遥望，大坝赫赫有
名的五级船闸闸口略开，一
艘游轮缓缓从第五级闸口
驶进去，随着水涨船高，水
溢满后下一级闸门便打开，
船行驶进去……举世无双
的世界最大船闸不断上演
着“大船爬楼梯、小船坐电
梯”的传说。

“身堕穷山三峡里，心
随流水大江东”。我遥望着
宏伟壮观的三峡大坝，感慨
着：我们的祖国日益强大，
我们的人民勤劳勇敢，凭着
智慧和勇气，建设出世界第
一的水利枢纽工程，我为祖
国自豪和骄傲！

指导老师 马珺君

点评：观察认真，语言
流畅。

时光似水，青春如歌，
当初我不愿进来，现在又不
想离去；琅琅书声，意气昂
扬，当初我不识你的美丽，
现在又满怀深情。可爱的
校园，你承载的那些感动，
令我成长。

国旗广场，靓丽风景线！
国旗飘扬，我心激荡。

美丽的国旗广场，是您为我
们绘制出一幅幅成长图。

夏日艳阳下，您集结我
们整装待发，参加军训。秋
日清风中，您带领我们感念
师恩，拥抱老师。冬日严寒
里，您激励我们砥砺奋进。
春日绿意中，您邀请我们领
会诗意。

紫藤花下，成长进行时！
成绩下滑，丧失信心，

道道难题好似拦路猛虎，我
想放弃。那日紫藤花下，敬
爱的老师，您告诉我：有梦
就有力量，以梦为马，与难
题做斗争，其乐无穷。

学习枯燥，周而复始，
循环往复，遁入书海如同漫
步沙漠，我想逃走。那日紫
藤花下，亲爱的同学，你告
诉我：青春就是用汗水书写
自己的华章，浩渺书海汇聚
着成长的力量。

校园门口，深情嘱托！
寒风凛冽，你裹着大

衣，手里拿着泡好的药剂，
焦急地等待着放学的我。
夜幕未消，你带着我着急地
朝学校赶，到了校门口，嘱
咐我趁下课把早饭吃掉。

多少幅热泪盈眶的画
面一一浮现在眼前。母亲，
您辛苦了！

可爱的校园，你记录了
我们成长的模样，塑造了全
新的自我，输送了温情的血
液。你书写我们，装点我
们，你是人间最美的仙境。

指导老师 汪航

点评：感情真挚，表达
了对校园生活的热爱。当秋姑娘走向我们的

生活时，也带来了一丝丝凉
爽的秋雨，它为我们带来了
清爽和愉快。

银丝般的秋雨落到了
小溪上，水面泛起了一圈又
一圈的涟漪，小鱼在水里
游，享受着秋雨带来的舒
适。雨水滴到了小花和小
草的身上，它们都低下了
头，好像在说：“谢谢你为我
们送来解渴的甘露。”这一
切真让人神清气爽。

我走在被雨冲刷过的
树林里，有鸟儿飞过，发出
了优美的叫声，偶尔还能看

见若隐若现的云，一切都那
么自然。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但
秋雨仍然下着，地上已经积
了不少水。夕阳下，秋雨好
像千万萤火虫在我周围飞
舞。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天
边那片火烧云也已退去，秋
雨还在下，只不过看不见
了。鸟儿飞回巢里，虫子钻
进土里，我也回家了。

指导老师 孙丽丽

点评：想象力丰富，描
绘一幅美丽的秋雨图。

德者，才之帅也
□温县一高高二（16）班 张栋霖

难忘的旅行
□河南省实验学校鑫苑外国语小学六（4）班 陈畅由

我有梦想 我在成长
□郑州枫杨外国语学校初二（9）班 高凌小

秋雨
□大河报小记者、郑州市金水区农科路小学四（2）班
何宸宇

校园里的
微感动
□郑州管城惠民学校八
（3）班 田皓茜

青春飞扬

高尚道德

旅途见闻

美丽秋景

可爱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