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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奇怪，我妈妈的心情像春

夏秋冬一样变化。有时像夏天里的

惊雷， 有时像冬天那样的寒冷，有

时像春天里的微风一样柔和，有时

像秋天一样灿烂。

夏天霹雳

“田粮琦！过来。” 正在房间看

书的我，被妈妈的一声巨吼给吓了

一跳，我快步走出房间，只见妈妈

手拿我的语文作业本， 一脸怒气，

连头发都立了起来。我猜肯定不是

什么好事情， 不由流下一滴冷汗。

她像打雷似的吼道：“你今天的作

业怎么写得这么乱？ ” 我支支吾吾

地说：“我······我······” 我还

没有讲完，就遭到了妈妈霹雳般的

数落。

冬天寒风

一次，我和妈妈参加她的同学

会回来，正想上床睡觉，突然，一双

冰冷的手拉住了我的衣服，我十分

惊慌叫道：“是谁！ ”“是谁？你妈，

你今天怎么这么没礼貌？连叔叔阿

姨都不会喊，只会玩手机！ 太不像

话了！ ” 只见妈妈眼神像冬天的寒

风，那样冷，冷得让我发抖。但的确

是我做得不对，我没有反抗，只得

低下了头，感觉十分不好意思。

春日暖阳

一天，我发高烧，连作业都写

不了，而且头晕，还出现幻觉。而妈

妈像春风一样温柔，每天都在医院

守着我，时不时问：“儿子，好点没

有？ 妈妈抱抱。 ”

虽然我没回答，但我感受到了

妈妈那春风般的关爱，正是这种关

爱，似乎我的病也好了一些，而她

跑上跑下的辛苦， 又让我隐隐心

疼。

秋之灿烂

二年级时，我的作文在贵阳晚

报上发表了。妈妈本来就很小的眼

睛，笑成了一根线，就像农民伯伯

看到秋天的丰收那么高兴。

虽然妈妈比我大几十岁，但这

时她又像几岁的小孩一样天真，比

我还天真好多倍，高兴得像小青蛙

似的跳来跳去， 还不停地说：“我

儿子真棒！ ”

我的妈妈脸上永远挂着春夏

秋冬，心情时而好，时而不好，无论

她是在骂我还是在表扬我，我都永

远爱这个四季妈！

我的四季妈

田粮琦 贵阳市第二实验小学六（8）班 指导老师：李游

醉美贵阳

梅诗铭 市府路小学六（1）班 指导老师：金蓉

贵阳是一首诗，浸润着岁月的

沧桑，谁读，谁美！ 贵阳是一壶酒，

倾述着轮回的印迹，谁饮，谁醉！贵

阳就是家， 倒影着多年以后的身

影，谁来，谁留……

山清水秀，四季如春，美食天

堂，这就是我的家乡———森林之城

贵阳。

这是一座森林环绕的世外桃

源。 走在大街上，随处可见绿色的

山头，悠悠的绿意点缀着城市。 阳

光总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让人心

生眷念。 天空总是清澈透亮，雨露

总是畅快淋漓，森林里总是百鸟翻

飞，绿意总是触目可及。 这是一座

绚丽多彩、灯火辉煌的城市。 但却

有着乡村的小清新。空气里荡漾着

诱人的小草清香， 飘来花朵的芬

芳。天空中稀疏地点缀着几朵淡淡

的白云，像一只只小船在蔚蓝色的

大海上飘荡，透露出一丝丝清雅的

美。 偶尔几只小鸟划过天空，向远

方飞去。 这是一座恬静、优雅的城

市，让你沉醉在大自然的美丽中!

����古朴、自然的青岩古镇让人着

迷，令人向往。 其中的背街尤其吸

引我， 窄窄的小巷是用石头铺成

的， 背街两侧的院墙都是用石块、

石片垒砌起来，他们经历了无数个

风风雨雨却安然无恙。弯曲窄小的

石板路和有着岁月痕迹的院墙上，

长着一株株野草， 透着生机和活

泼。当早晨的阳光透过茂密的树叶

倾散在寂静的小道上时，一片唯美

的景象，让人陶醉在其中。

鸟语花香， 江山如画的贵阳，

也是美食的天堂。 花溪牛肉粉、恋

爱豆腐果、贵阳丝娃娃、雷家豆腐

圆子、肠旺面、辣子鸡、酸汤鱼……

街头巷尾的小吃摊星罗棋布。贵阳

的夜晚更是繁华，灯火辉煌。 琳琅

满目的小吃令人眼花缭乱，口水直

流三千尺，每一样都好吃到停不下

来。俗话说“民以食为天” ，贵阳就

这样满足了你的要求，成为了吃货

们的天堂。

湖光山色， 绿树成阴的贵阳，

让你何时何地都能感受到大自然

的鬼斧神工和春天的气息；古色古

香的贵阳，让你浸润在岁月的沧桑

里；舌尖上贵阳，让你的舌尖 hold

不住……

请接受森林之城的邀请———

“我在贵阳等你” 。 投入贵阳的怀

抱，你一定会沉醉在贵阳的怀抱里

不愿醒来！

春暖花开，我和爸爸妈妈来到

黔北“小江南” 湄潭游玩。 湄潭最

让人心醉的宝贝，就是茶叶。

那天一早，我们开车来到盛产

茶叶的核桃坝，那是一个美丽的小

山村，现在已是国家 4A级景区。 走

在小村主街上，两旁和头顶都是五

颜六色的风车， 有红的、 粉的、黄

的、蓝的、绿的……它们在微风的

吹拂下，跟着风的节奏和韵律转动

着，像一个个翩翩起舞的孩子在欢

迎我们的到来。

我们沿着木栈道， 漫步在茶

海。 只见漫山遍野的茶树整整齐

齐、层层叠叠、满目翠绿、清香扑

鼻。几位村姑采着茶，哼着山歌，好

一幅优美的田园风光。我们兴冲冲

地走进茶园体验采茶，妈妈告诉我

要选嫩叶，于是我端详着枝头刚发

的新芽：小小的、嫩嫩的、绿中带

黄，黄中藏绿，好像一只黄鹂小嘴

里伸出的小舌头。 爸爸告诉我，这

样的明前新茶，泡出来会恢复成小

鸟舌头的模样，所以叫“雀舌” 。

采了一会儿茶叶，新鲜劲儿过

了， 简单重复的机械动作真是枯

燥，让我失去了兴趣，于是我们来

到山顶的亭子里休息。我拿出刚采

的茶叶玩耍。爸爸见状，灵机一动，

提议我用茶叶“写” 一幅书法。 我

觉得这主意不错，太有趣了。

于是，我以茶叶为“墨” ，以手

为 “笔” ， 以亭子里的长条凳为

“纸” ，饶有兴致地“写”起来。

我先“磨墨”———从采摘的茶

叶中精心挑选出细长的和扁圆的

单片茶叶，然后我用拇指和食指夹

起一片细长的茶叶，“写” 下了

“茶” 字的第一笔———“一” 。 接

着，根据字的结构，我挑选或细长

或扁圆的小茶叶，一片片，小心翼

翼地一笔一划拼起来。 忽然，一阵

“妖风” 穿亭而过，把我快完成的

作品吹着一团，让我前功尽弃。

我只好重头再来，我请爸爸在

旁边给我“放哨” ，管住“顽皮” 的

风。这一次，我终于一气呵成，看着

棕色的木纹“纸” 上，翠绿色的“茶

香湄潭” 四个大字和“陈星彤” 三

个小字构成的“书法” 作品，一种

成就感油然而生。

用茶叶“写” 书法，我应该是

天下第一人吧！ 我赶紧让爸爸拿出

手机， 给我和我的 “天下第一茶

书”合影留念。

我的“茶叶” 书法作品，就像

沙雕、冰雕等艺术作品一样，虽然

没法长久保留， 但在创作过程中，

我得到了快乐。 只要我们热爱生

活，善于创新，就会处处有惊喜，时

时有乐趣。 这难道不正是我们面对

学习和生活，应有的态度吗？

我的“茶叶”书法

陈星彤 南明小学五（6）班 指导老师：曾宪华

贵阳白云区是我的第二故乡，

这里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我最喜

欢的是家门口的泉湖公园。

泉湖公园总占地面积约一千

零八十亩。 它依托云山、 孤山、空

山、泉湖、西普陀寺“三山一湖一

寺” 人文自然景观，是白云区打造

“诗意白云·云中七卷” 的开篇之

作，也是贵阳市 27 个“千园之城”

示范性公园之一。

云楼是泉湖的“阵眼” 和“灵

魂” ，也是记录泉湖历史与发展变

化的资料展示馆。 它的筑面积约

1000 平方米，高 25 米，共有七层，

寓意七级浮屠。 “白云望禅寺，青

霭入泉湖。 ” 草坪、境面水景及两

侧的林阴树阵共同打造的一组天

光云影共徘徊的曼妙意境，引人入

胜。 从远处看此建筑物，好像一支

人们夏天常吃的彩色冰淇淋。

泉湖的水真绿啊！绿得像一块

碧绿的翡翠；泉湖水真静啊！ 静得

像一面镜子；泉湖水真清啊！ 清得

可以看到水底的蝌蚪和沙石。平静

的湖水中藏着泉湖的大型喷泉，水

幕喷泉面积达 2973 平方米 ，长

150 米、高达 80 米，是西南地区集

水系、声光电和影像技术所打造的

最大规模水幕电影。水舞面积为西

南最大， 水幕上将投射出贵州从

2.5 亿年前的三叠纪时代到如今

大数据时代的演变历史， 精妙绝

伦！夜晚，随着音乐的播放，一股股

喷泉向上涌出，水花四溅就像嫦娥

身上穿着的绸缎和天空中五颜六

色的彩虹形成一幅美丽的图画；又

犹如阿娜多姿翩翩起舞的舞者。这

是展现在人们面前最壮观的一幕，

看着这一切，现场的观众都赞不绝

口。 大家异口同声的说“真好看，

实在是美丽极了！现在的设计师真

是太聪明了， 设计技术太高超

了！ ” 虽然美景已结束，但是人们

却久久不肯离去。

这就是我的第二故乡贵阳市

白云区，家门口的泉湖公园。 怎么

样， 美吗？ 欢迎你来这绿树成

阴、依山傍水、景色怡人的

泉湖公园游玩欣赏美景。

泉湖公园

白云艺术学校四（3）班 朱棽慧 指导教师：石敦睿

白雪皑皑，寒天冻地，立春节气

无声无息地降临了。 万物萌发，星星

点点的黄绿色开始出现在枝头上，山

林间，田野里……

“沙沙沙……” 春天的第一场雨

到来了，沉睡的动物们在这雨声里等

待着，等待着……“轰咚咚！ ” 春雷终

于响起了，这雷声直入地底，等待着

的动物们得到这声号令， 纷纷苏醒

了。 北归的大雁在和煦的阳光中留下

它们坚定的背影，燕子在房前屋后上

下翻飞，忙着传送分别的消息，依依

不舍的人们已经开始期盼这些老友

再次归来。

渐渐地，一年中最好的节气清明

来到了。 匆匆忙忙，慌慌张张，大量植

物还来不及长出新叶，就已绽放出了

花朵，白的，黄的，粉的，好似一团团

色彩斑斓的香云，咦？ 香云下怎么会

有一片碎金地毯？ 哦！ 那原来是无边

无际的油菜花田。 我捧起一簇黄花：

“我们都不要辜负这人间最美好的四

月天，好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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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贵阳是个山清水秀的地

方， 它有一个特别的外号 “避暑之

都” ，又叫爽爽的贵阳。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贵阳的 “三室

一厅” ：客厅当然很宽敞，很漂亮，也是

经常有客人来的地方。 客厅虽然只有

一台小小的电视，显得有些小巧玲珑，

但地上很干净，一尘不染，小朋友们在

追逐打闹，玩得十分开心，叔叔阿姨们

也来凑凑热闹， 这就是人山人海的筑

城广场。

向右走， 是爸妈的主卧， 环境优

美，晚上灯火通明，火树银花，非常漂

亮，这就是美丽的甲秀楼。

向左走，是我和妹妹的儿童房，也

是小朋友们都喜欢的地方， 这就是河

滨公园，再向前走穿过过道，那就是贵

阳的后花园黔灵山公园， 那里连绵起

伏的山峰，台阶相连，成群的猴哥玩出

滑稽的动作， 小鸟发出悦耳动听的歌

声，吸引了很多客人前来游玩。 你看，

猴哥在给客人打招呼呢！好像在说“欢

迎光临，先给点吃的吧！ ”真是个馋猫。

贵阳的

“三室一厅”

居芳宇 甲秀小学二（9）班

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二者不可偏废。 ”

通过行走， 可以开阔视野，丰

富人生阅历， 增强体力与智识，磨

炼面对困难的毅力。 这也是为什么

读书著学自古以来就强调要“知行

合一” 。

每逢假期，不少家庭都在安排

孩子外出旅游的行程，期望让孩子

的每个假期都有值得铭记的特别

意义，应广大家长的要求，贵阳晚

报将在暑假期间组织首届美作文

大赛采风团活动。采风团计划 7月

18日出发，7月 22日回到贵阳。 我

们将在东京探访鲁迅先生笔下的

上野公园，将在繁华的秋叶原感受

日本动漫文化的极大魅力，我们还

将去东京大学做访学，浏览“江户

风格” 的浅草寺。 我们将在返程时

停经澳门， 参观名校澳门大学，品

尝原汁原味的葡式餐饮。

采风团将由晚报资深旅游记

者带队，并做采访、写作、礼仪的指

导，特邀日本文学硕士担任本团的

翻译及文学指导。随团记者将进行

活动现场直播，让家长同步观摩活

动全程。采风团团员的游记将在晚

报作文版上刊发，自动入围美作文

大赛初赛。大赛获奖选手将优先获

得参与采风团后续活动名额或大

赛游学基金的资助。

本次活动得到了日本奥林匹

克青少年中心与澳门航空的大力

支持，在东京期间将全程入住坐落

在东京代代木公园的奥林匹克青

少年中心，采风团员将获得澳门航

空精美礼品一份。

活动费用 8500元 /人（含机

票、签证、保险费用），报名电话：

13608508000，0851-85829731。

报名截止日期：6月 25日， 名额仅

限 15人（9岁以上学生）。

本报记者

美作文大赛

采风团招募继续

今年美作文大赛， 所有作品请

在邮件主题中注明“美作文” ，发送

至电子邮箱 gymzw@foxmail.com。

还可以直接寄信件到贵阳市中

山东路 25 号报业大厦 22 楼贵阳晚

报行业新闻事业部， 信封上请注明

“美作文”字样。

所有来稿须有作者姓名、学校、

年级、班级、家庭住址、联系电话，最

好随信附上一张本人近期生活照。

如有指导老师， 请注明老师姓

名。 活动组委会确保不对外泄露参

赛者个人隐私信息。

美作文初赛

参赛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