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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成都商报记者 王冕 王春 王垚

梁梁 陈谋 姜山 何鹏楠 盖源源

实习记者 叶燕 实习生 任毅

十年四川作文

咋变都绕不开

“做人”

树德中学光华校区语

文教研组长李政分析说，回

忆四川十年作文题目，“鲜

有让人眼前一亮者”，这些

题目都是“朴实无华，审题

难度不大， 不故弄玄虚，不

为难考生”。 在他看来，这

种平实踏实之风实属可贵。

“高考作文， 是考查

学生写作综合能力，学生素

养，各有千秋，让每个学生

有话可说， 再品其说话高

下，这是符合公平公正的选

拔性考试要求的”。李政认

为，四川卷的平实值得大加

点赞。但可惜的是，明年高

考四川将回归全国卷，这种

平实未见得能得以延续。

但在树德中学高2012

级语文备课组长钟群看来，

今年的作文题 “易下笔却

难写好”，学生最大的困扰

可能有二： 一是思考不深

刻，分析不透彻；二是可以

信手拈来的素材不多。她认

为，行文中首先应紧抓“老

实”“聪明” 的关键词，二

者不可偏废， 既可溯古审

今，拓宽思路；亦可深入探

析老实何以聪明，聪明未必

真聪明； 还可化大为小，列

出典型的老实或所谓聪明

如“诚信”“踏实”“机智”

“敏锐”等展开论述，但尚

需注意对“老实”“聪明”

关键词的扣合。感动中国人

物及历代圣贤多有例子可

以化用。关键在于尽力做到

思考辩证深刻，论述条分缕

析，论证充分。

除了作文题， 看完试

卷后，成都市教科院特级教

师程一凡认为，今年的语文

题的取材非常广泛。第19小

题响应“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 的号召， 明确倡导创

业、创新精神。语言运用题

取自《论语》格言，文言文

来自《晋书》，断句语段出

自《隋书》，古诗来自初唐。

现代文大阅读是四川自主

命题首次选用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的文章。

树德中学特级教师李勇：

今年数学题干中

少了四川元素

往年的数学题中总会

出现一些极具四川元素的

题干，然而，在今年的题目

中，却非常鲜见。

据成都树德中学特级

教师李勇介绍，今年的高考

数学全卷注重考查学生对

数学基本概念、重要定理等

的理解与应用，注意控制和

减少繁琐的运算。理科7、9、

10、14、15、20、21题，文科7、

9、10、14、15、21等题， 如果

灵活运用数形结合、化归与

转化、特殊与一般等数学思

想， 就可简化解题过程、避

免繁琐运算； 文理科15题，

虽然思维要求高，但在深刻

理解问题本质的基础上，运

用函数与方程、数形结合思

想解答，并不需要特殊技巧

与复杂运算。这类题目能够

有效检测考生将知识、方法

迁移到不同情境的能力，从

而检测考生的思维广度、深

度以及进一步学习的潜能。

成都商报记者 汪玲 王冕

57.57万人报名

54万人参考

2015年高考昨

天拉开了序幕。今

年四川省高考报名

人数为57.57万人。

因为高职单招考试

已提前录取部分考

生， 所以四川省最

后参加高考的人数

约54万人。 全省共

设置了18435个考

场，其中，成都市考

生人数最多，达到7

万余人， 南充市考

生人数居于第二

位。

为应对各种突

发情况， 各个考点

都配备有应急考

场。在昨日，各地也

有不少轮椅考生或

因特殊原因需要特

殊照顾。据悉，为了

应对突发状况，昨

日，全省共启用了9

个应急考场。

成都商报记者 汪玲

菜龙网创始人杨绍泉：做人要做“结合体”

聪明和老实并不是对立的，聪明的人不一定不老实，老实人不一定

不聪明，两者并不矛盾，做人要做聪明人和老实人的结合体。对于做企

业来说，聪明意味着开拓创新，老实意味着坚持。“比如在我心目中，马

云就是这样的人，他很聪明，开创出阿里巴巴的交易平台，给众多中小

创业者提供了机会， 是一种商业模式的创新， 并且他一直在这方面坚

守，称得上‘老实’。”

高考作文全民来答题：

做聪明的老实人

成都商报随机采访数十位市民谈观点

� � � �

在一次班会课上，同学们围绕“学会做人：我看

老实和聪明”展开了讨论。甲：老实是实诚、忠厚，聪

明是机智、敏锐。乙：老实和聪明能为一个人兼而有

之。丙：老实是另一种聪明，聪明未必是真聪明。根

据上述材料，联系现实生活，结合自己的思考，自选

角度写一篇不少于

800

的文章。

放弃小聪明，做个老实人；

老实不必迂腐，要做聪明人；

真聪明就是老实，老实是最智慧的聪明；

做聪明的老实人，做老实的聪明人；

老实是人生基石，聪明是人生智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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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高考第一天已经结束，作文题目成为热议话题，其中四川卷中的“老实与聪明”更是引起众多关注。那么成都人究竟如

何看待老实和聪明？大家心目中的老实人和聪明人又是谁？成都商报记者随机采访了

50

位市民。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一般对于“聪明人”的选择，参与调查者一般能快速的说出心目中的答案，而对于什么样的人是老实人，众

人却要思考许久。其中，不出意外的是诸葛亮被多人选为“聪明人”，而老实人的选择中，让人意外的是孔子竟然两次被选中。

虽然对于“聪明”有“大智慧”与个人的“小聪明”的区分，但参与调查的

50

人中，有

42

人较为一致地认为“能看清楚问题的实

质，有能力在遇到困难时，用多种方式去变通解决”是其选择“聪明人”的理由。但对于“老实”大家则存在不同的解读，有人认为“老

实”是一些美德的统称；也有人认为在如今的社会环境中，“老实”已经变成了略含贬义的词语，意味着“愚昧、死板”；还有人认为，

老实就意味着会吃亏。

●

王女士 考生家长 树德协进考点

历史留下来的人就没有真正的老

实人，只有聪明人和圣人。刘邦？他肯定

是没权没势的时候装老实撒。

●

林女士 考生家长 成都七中考点

历史上流传下来的都是聪明人， 哪有

老实人？流传下来的老实人都是文学影视作

品里面的，比如王宝强的傻根，比如武大郎。

●

陈先生 考生家长 树德协进考点

聪明人主动适应社会，老实人等社

会适应人。所以老实人被淘汰了。

●

陈阿姨

72

岁

我感觉很老实很老实的人，一般脑

壳子有病。

●

李女士 成都某电视台工作

华佗是一代神医，悬壶济世，但因直言

曹操之病而被杀掉。华佗就是太老实了。

●

罗女士 某银行职员

唐僧是一个老实人，而孙悟空则是

聪明人。

●

刚大学毕业的吴女士

诸葛亮最聪明，在三国里，频出计

谋，但只可惜，聪明反被聪明误。

●

赵女士 在读博士

审视我们的历史， 你会发现中华

文明的老祖宗确实是智慧的老实人。

老实其实是智慧的为人处世之道，聪

明确是人性缺失的利益竞争。

●

蔡先生 考生家长 树德协进考点

老实和聪明要辩证看待， 分时间

和环境。 比如现在炒股赚到钱了就是

聪明撒，但还是可能哪天被套起。聪明

人不一定有好结局。

●

年先生 成都某媒体工作者

汉武帝身边的两个大臣， 一个是

汲黯，一个是东方朔。历史中汉武帝有

许多次因为有人犯了大错，就要杀人，

出场摆平的都是东方朔。 此人专会说

笑话，东逗西逗就把汉武帝逗笑了，然

后事情也就作罢。这种把错误巧妙

扭转的人就是聪明人。另一个就

是走直线的汲黯。他批评起汉

武帝很直接，因此官运也就到

此为止了。有趣的是，汉武帝

临死的时候吩咐子孙，在我死

之后，为了太子的安全，还是要

汲黯这样的人来护国才可。

我们都是考生

著名作家魏明伦：

人与社会的关系

奥运“五金王”邹凯：“老子”最聪明

“这个是不是脑筋急转弯哦？有点考脑壳呢！”成都商报记者将“谁

是你眼中最聪明的人、最老实的人”这个问题抛给邹凯时，中国奥运史

上惟一的“五金王”愣了一下。想了一会儿，邹凯说：“最聪明的人我认

为是孔子、老子，如果一定要二选一，那就是老子吧。”为什么是老子？邹

凯说：“我感觉他就是最聪明的，顺便开个玩笑，他也是在四川出镜率最

高的。” 出镜率？ 成都商报记者一头雾水， 邹凯在电话那头笑起来了，

“因为四川这边口头禅动不动就说‘老子’如何，哈哈，当然这是玩笑话

了，我说的就是《道德经》那个老子。”

名

人

篇

今年，著名作家魏明伦家中正好也有参加高考的学子，他今年非

常关注高考，当看到作文题目后，也专门研究了一下，他说，题目提到

“老实的聪明，聪明的未必真聪明。”为话题，这次四川高考作文题目给

了考生很好的活动空间，开放性很强，深者见深，浅者见浅。

他首先谈了自己对题目的分析，“老实”和“聪明”，聪明属于智

商，老实则属于性格和品德。但智商高的不一定聪明，很多人聪明反被

聪明误，是小聪明，四川话说就是假精灵。聪明有两重性，一类人很聪

明，比如曹冲称象，就是聪明的代表。但有时候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

卿卿性命，比如《红楼梦》中的王熙凤。 魏明伦说，历史上还有一个人

可谓是“绝顶聪明，极端老实。”就是中国著名数学家陈景润，在数学上

他是天才，取得很多成就，在生活上又太老实，不问世事。

魏明伦说，要说历史上绝对的“老实人”和“聪明人”，其实不好举

例。比如《红楼梦》中，相对而言，从封建礼教来看，薛宝钗算老实人。

但薛宝钗其实是很聪明的。所以，老实人和聪明人不相违背的，这两个

是辩证，老实和聪明本来并不是绝对的，要做一个聪明的老实人，说到

底这其实也是考的如何做人，如何看待我们与人，与社会的关系。

好车无忧联合创始人朱勇：太聪明有风险

首先我们对老实和聪明的定义和内涵需要明确。我的观点是，在企

业家这个群体中，企业最终获得成功，获得用户认可、社会认可的，其企

业家绝大多数都是老实诚信的，比如华为的任正非，就是一个老实人！

创办华为近30年来，任正非始终老实对待他的员工、客户和股东，苦心

经营，打造了一个世界通信领域的巨无霸。企业家群体里面，也不凡有

聪明之士，他们善于钻营各种商机，也善于冒险去捕捉这些机会，但是

10次成功的出击里面但凡碰到一次意外，企业往往面临灭顶之灾，比如

过去十多年那些已经销声匿迹的首富们，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足球名宿邹侑根：谁老实？我还真想不出来

聪明人的话，我认为马云应该是非常聪明的，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创业

者创立了如此大的基业，甚至成为中国首富，更重要的是他的创新，用互

联网改变了无数人的生活。至于老实人，一时半会儿我还真想不出来。

市

民

篇

●

成都八中考点外一位妈妈

我希望我女儿是个聪明人，但嫁个老实人，嘿嘿……

●

文具店买东西的

8

岁小女孩：

我感觉老实就是诚实。我们班有几个男生骗过我，只要骗

我一次，他就不是老实人。

●

李女士 考生家长 成都七中考点

国王的新衣里面那个国王是真老实。

我希望女儿是个聪明人

但嫁个老实人，嘿嘿……

市

民

篇

聪明

要看

对哪个

人不能

太聪明

●

刘先生 成都某公司软件工程师

23

岁的他认为， 每个人都有聪

明的一面和老实的一面 ， 像马云 、

俞敏洪等年轻奋斗时 ，需要老实的

一步步积累 ，等到合适的时机就展

现出聪明 、敏锐的一面 ，比如马云

成功搭建淘宝平台 ，推动了社会经

济发展。

●

伍先生 考生家长 成都七中考点

我觉得老实和聪明不冲突 ，又

聪明又老实的人很多，我儿子就是。

他从小学习就不错，脑子转得快，但

是不爱吱声，老实巴交，女生一跟他

说话他就脸红。

人生从这里破题

2006�问

2007�一步与一生

2008�坚强

2009�熟悉

2010�人生几何体

2011� 总有一种期待

2012�手握一滴水

2013�过一种平衡的生活

2014�人只有站起来，

世界才属于他

●

张女士 考生家长 幼儿园老师

我希望娃儿该老实的时候老

实，该聪明的时候聪明。关键是不要

耍小聪明给我惹事。

●

叶先生 自由职业者

老实看对哪个， 聪明也看对哪

个。对自己的家人要老实，但在外面

工作应酬肯定就要聪明一些。

●

彩票店老板

老实和聪明不矛盾噻！ 我觉得

那些做核武器的，对国家很老实，在

自己的专业上又很聪明。

●

梁先生 退休干部

被称为中国原子弹之父的那群人

既是老实人又是聪明人， 因为老老实

实地从事自己的专业， 并且克服种种

困难达成目标的行动才是真的聪明。

老实与聪明———今年高考作文题

另类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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