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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小朋友，

如果你爱好写作，动

用你手中的神笔，写

下心中所想，然后挑

出你觉得还不错的

作品 （不局限于作

文、也可以是诗歌或

是画作，但千万要记

得没有在其他报纸、

杂志发表过哟！ ）发

到我们的邮箱：

gywbxysh@qq.com

� � � � 如果有指导老

师，请附上指导老师

对该文评语，并附上

联系电话和通信地

址，我们将择优进行

免费刊登。

我手写我心

扫描二维码

关注黔学堂

名家谈写作

作家的取人为模特儿，有

两法。

一是专用一个人，言谈举

动，不必说了，连细微的癖性，

衣服的样式，也不加改变。 这

比较的易于描写。

二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

人，从和作者相关的人们里去

找，是不能发见切合的了。 但

因为“杂取种种人” ，一部分

相像的人也就更见其多数，更

能招致广大的惶怒。

我是一向取后一法的，当

初以为可以不触犯某一个，后

来才知道倒是触犯了一个以

上，真是“悔之无及” 。 既然

“无及” ，也就不悔了。

况且这方法也和中国人

的习惯相合，例如画家的画人

物。也是静观默察，烂熟于心，

然后凝神构思， 一挥而就，向

来不用一个单独的模特儿。

———鲁迅

素

朝如

诺自护

暮暮相处

深情自不顾

相隔遥遥如雾

却想为君霓裳舞

转眼却已相思泪瀑

几日未见心如缠丝布

未曾想与君分道永陌路

红尘嚣嚣不曾思离驻

云生世相伴倾身赌

转眼即得情为注

十里桃花盛簇

缘不老相续

相思入骨

歌西楚

心苦

聿

付一轩

北师大贵阳附中八（3）班

诗二首

在 XX 小区， 里面住着个迈

克先生，他有一块很大很大的院

子， 里面种着各种各样的花草。

有一天，他家楼下搬来一个新邻

居，名叫杰尼。

迈克先生很友好，便去楼下

和邻居打招呼， 俩人成了朋友，

迈克带着杰尼去参观自己的院

子，杰尼很喜欢这个院子，这时

迈克沮丧地说：“每天早上要去

上班，没时间浇花。” 杰尼对迈克

说：“太好了， 那你每天好好工

作，我可以来帮你浇花，正好我

没工作。” 迈克很高兴地回答到：

“这主意不错，那就麻烦你了。 ”

每天早上， 迈克早起去工

作，杰尼去帮他浇花，等到了晚

上，迈克回来后邀请杰尼去他家

一起吃饭，聊天。

有一天，天气很热，杰尼心

想：这么热的天，植物会不会干

死， 还是给花草多浇点水的好。

随后杰尼拿起水管， 给花草浇

水，“哔哔” 大水便涌了出来，比

平时多浇了一会儿的水。 但植物

没有变得生机勃勃，反而和死掉

了没什么两样。 这时候杰尼心里

很急躁，不知该如何是好。

等到了晚上， 迈克回到家

里，正想去院子里看看，杰尼便

拦住了他， 把迈克带到客厅，和

他喝茶，聊天，但是没有对迈克

提院子的事情。 突然迈克就觉得

奇怪，问道：“杰尼，你今天怎么

怪怪的，为什么不让我去院子里

看看，平时我刚到家，你就让我

去看院子里的花被你浇得多么

好，但今天你像变了个人似的？”

杰尼叹了口气说：“迈克，对

不起。 今天天气实在太热了，我

怕花儿干死， 给它们浇水浇多

了，所以害得植物都死了。 ”

迈克一点都不生气， 拍了

拍杰尼的肩说：“杰尼，你为什么

不早说呢？ 反正花没了还可以再

种，不要紧。” 杰尼听了这句话笑

着说：“谢谢你原谅我，迈克。 ”

之后， 迈克去买了新的种子，和

杰尼一起去院子把死去的花给

拔掉，然后种上了新种子。 第二

年的春天，又长出了新的植物。

杰尼像往常一样按时浇水，

也不再会多浇水了，并且把植物

养得生机勃勃；他们俩个的关系

也越来越好。

指导老师点评：虽然这个故

事某些情节经不起推敲，但是小

作者笔下热心、乐观、勤奋的杰

尼和真诚、善良的迈克却给我们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让我

们感受到人和人之间留存于心

的那些美好情怀。

突破自我

杨松淇 实验小学六（13）班 指导老师：黄河

正是因为人有着七情六欲，

所以导致我们也有着五彩缤纷

的回忆。 但是在我印象中 “突

破” 自我的回忆是挥洒不去的。

记得有一次暑假，我获得我

们班数学、英语的双料“冠军” ，

于是父母答应了我的要求，带我

到了梦寐以求的游乐天堂――

广州长隆。 下了火车，我马不停

蹄地来到了长隆的欢乐世界。 长

隆的欢乐世界有着很多游乐设

施：垂直大摆锤、垂直过山车、U

型滑板等众多游乐设施，由于这

几样游乐设施过于刺激，所以我

并没有去玩，而是去玩了一样突

破自我的游乐设施———十环过

山车。 由于我对过山车一直都没

什么好感，所以我才想去尝试一

下。 我战战兢兢在检票口站着，

于是我鼓足勇气检了票。 当我正

等着下一趟过山车时，我听到了

尖叫声， 才知道自己上了 “贼

船” ， 过山车来了， 我的双脚像

“灌铅” 似的，寸步难行。

我心想： 管他三七二十一，

都上来了，就去把它“解决” 了，

于是我再次鼓足勇气，朝着过山

车的第一排径直走去。 当我正在

深呼吸时，过山车启动了，它正

在以缓慢地速度上升，我的心跳

也在慢慢地加快，这时过山车升

到了顶点， 正当我准备缓口气

时， 它就以 “迅雷不及掩耳之

势” 的速度快速地俯冲了下去，

我的心也随着悬了起来，两分钟

过去了， 过山车回到了平台，我

悬着的心回归了……

这时我开心地笑了，因为这

次坐过山车让我突破了自己，感

受到了过山车独特之处，并且我

也跨出了“第一步” ，所以我开

心地笑了。

世上有很多困难的事，只要

你勇敢地走出突破自我的第一

步，那就成功了。

指导老师点评： 看到没，也

就是对自己稍微 “狠” 那么一

点，小作者就勇敢地战胜了自己

害怕坐过山车的心理，同时也明

白了什么叫“世上无难事，只怕

有心人”的道理。

邻居浇花记

万馨文 省府路小学五（8）班 指导老师：黄河

胡蝶儿 女 9岁 南明小学三（6）班

春天里放风筝

三月到了，春姑娘十分活泼，在

人间飘来飘去。 一会儿飘到大森林

公园让百花盛开， 一会儿飘到野外

果园让水果翩翩起舞……

这么好的日子怎能不去春游

呢？ 我建议大家去四季花谷游玩。

春天到了，百花盛开。 四季花谷

色彩斑斓。 刚走进入口，你一定会陶

醉，眼前的花非常多，郁金香、洋水

仙、风信子……

其中郁金香最多， 那一株株郁

金香，绽开的花朵有白色、红色、粉

色等，微微四散的花瓣如同丝绒。

景区的道路两旁是怒放的花

儿，还散发着阵阵沁人心脾的香气，

此时的你仿佛置身于花海中。 你走

了差不多三公里时， 会看到一个舞

台，舞台附近都是花！ 看这边，花儿

们聚在一起， 组成了一个大的巴黎

铁塔； 瞧那边， 一片鲜艳的虞美人

（一种花的名字）在向你招手，向你

微笑……

在四季花谷的美食长廊吃完午

饭，你还可以观赏“杏花走廊” ，沿

着“杏花走廊” 漫步，你先看到的是

射箭场。

我颤颤巍巍地拉开弓， 只射了

十箭就败下阵。 接下来的 “真人

CF” 最刺激，拿着玩具枪，穿着带有

感应器的迷彩服，冲进场地，和小伙

伴们一起 “厮杀” ， 别提有多开心

啦。 四季花谷还有个小小高尔夫球

场，是专门为我们小朋友准备的。 玩

了这些娱乐设施， 出园时还可以买

些郁金香种子作纪念！ 心动不如行

动，大家快去看看吧！

春游四季花谷

黄亮铠 省府路小学四（6）班

三月阳春，草长莺飞。 2017 年三月，

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因为这是我即将与

小学生活告别的日子。 六年的时光，我深

深感谢老师的关心、同学的帮助，让我的

成长路一片灿烂。

阳光，是小学六年留给我最骄傲的记

忆。

还记得今年一月九日，听说某培训机

构要给即将到民办初中就读的小学六年

级学生举办培训班， 希望参加这个培训

的同学很多， 需要通过测评才能获得资

格。 我迫不及待地报了名。可临测评只有

四天了， 与早有准备的那一千多个同学

相比，是不是太仓促了一点？ 但随后我就

坦然了，因为我的成绩一向都是杠杠的，

而且读了大量的课外书。 果然，被录取的

消息如期而至，我兴奋得跳起来。

成长和勇气，是小学六年留给我最珍

贵的记忆。

一年级，初来乍到，又多了家庭作业，

我有些不习惯。 可是，一年级的知识很简

单，虽然我对小学是懵懂的，但成绩却没

有可担心的， 一丝丝骄傲的心理油然而

生，不爱搭理别人。 记得有一次，我和妈

妈在校门口， 有位同学远远地呼叫我的

名字，而我只随意瞥了她一眼，“哦” 了一

声。 为此，妈妈把我训了一顿，让我明白

应该好好和同学打招呼。

三年级，在全区的质量监控中，我的

数学只考了 89.5 分，令我万分惭愧。 此

后，心情低落，觉得自己方方面面不如其

他同学，有些自卑。 直至有一天，妈妈一

边择菜一边开着免提和黄老师交流我的

情况。 我竟然听到黄老师在电话里夸奖

我情商高，读得懂她的眼色。 原来，我在

老师眼里是这个样子。 瞬间， 我满血复

活，周围的一切似乎也变得美好了。

四年级，我有幸和班上的几名“外交

官” 成为朋友，他们对我的关心，让我内

心那道微关的门被一点点推开。 他们的

一举一动，让我明白了校训“阳光” 二字

的含义，知道了如何结交朋友，明白亲情

与友情是人一辈子不可分离之物。

后来，我身边的伙伴渐渐增多，他们

独特的性格从方方面面影响我， 也让我

一步步走向优秀。

感谢有你，给予我温暖的老师、亲人

与朋友，让我的成长路上充满阳光，一路

花香， 迈着坚定的步伐无所畏惧地走向

前方，迎接新的挑战。

指导老师评语：一名十二岁的少年，

能从成长这个角度思考问题，这本身就是

一种睿智；再加以巧妙的构架，合理的选

点铺陈，真挚的述说，让平常的生活小事，

一名少年的普通生活历程立体呈现，生动

而感人。 文章虽使用了惯有的龙头凤尾、

前呼后应，但是不落俗套，始终紧扣主题，

注意用语上的变换， 起到画龙点睛的作

用，令人耳目一新。 相信小作者只要一如

既往爱阅读、爱写作，以后的作品将会很

出色。 加油！

一次次的落笔

擦拭出岁月的淅漓

你是色彩的新奇

我是格调的单一

墨盒中的香气迷离

凝成一卷尤新的画历

轻屐微倚 泛出淡淡涟漪

袖袂舞动着春天的开启

我的目光只能隐没云翳之下

在朦胧的晨光里模糊依稀

回忆中 曾共走过一痕墨迹

天翻地覆的刹那

早已来不及

用自己的心灵所铭记

怜惜 大为不必

至少有一段拥有过的

你诞生在我的背影上

梦寐在我的怀抱里

无题 调色盘

易则成

北师大贵阳附中八（3）班

一路成长

一路阳光

毕坤睿 南明小学六（5）班

指导教师：黄武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