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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贵阳市文明办、 贵阳市

教育局、 贵阳晚报联合主办的

“贵阳美作文” 大赛 2017 年度

比赛于近日正式开赛。

据悉， 今年大赛仍分为初

赛、复赛、决赛三个阶段。 小学

组分为低年级（一、二、三年

级）和高年级（四、五、六年

级）两组、初中组、高中组。 四

个组别的冠军将获得价值

5000 元的游学研读基金或等

值的购书卡。 本年度贵阳美作

文大赛将从 5 月份持续到

2018年 1月份。

贵阳美作文大赛倡导“以

我手，写我心” 的写作理念，引

导学生说真话， 写美文， 做好

事， 现在已经成为全省学生课

堂学习之外的有益补充。 欢迎

省内各校学生踊跃参加。

■初赛题目

初赛从 5 月持续到 9 月，

题目内容围绕 “祖国好·家乡

美” ，自由创作，鼓励孩子用作

文的方式记录家乡风貌、 风俗

人情的变迁。

■参赛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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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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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醒

贵阳美作文大赛不收取参

赛者任何费用。同时，作者必须

保证参赛作文是原创， 如果发

现抄袭， 将追究其相关责

任。 本报记者

扫描二维码

加入贵阳美作文微信群

了解更多比赛细则

贵阳美作文

邀你来参赛

童年，是有趣的；童年，是精

彩的；童年，是五彩的花朵，一点

一滴都盛开在我的心中； 童年的

趣事是五彩的花瓣， 我摘下一朵

鲜艳的花，给大家分享。

那是一个星期天， 我还在床

上做梦，就被妈妈叫醒了。 “快起

床了， 今天爸爸妈妈带你去吃牛

排。 ” 妈妈开心地对我说道。“什

么，牛排？牛排是什么？好吃吗？ ”

我好奇地问道。 妈妈又说：“想吃

就赶紧起床。 ” 对于我这个贪吃鬼

来说，一听到有好吃的，我一下就

赶走了睡意，赶紧翻身起床。

不一会儿， 我们来到了牛排

店，一推开大门，我就闻到令我期

待很久的牛排散发出的香味。 我

们找了一个靠窗户的位置， 一坐

下，我就不停地东看看，西瞧瞧，

心中充满了好奇。

哇， 令我期待了很久的牛排

终于上了餐桌， 我闻了闻牛排的

香味，哇，真香呀！ 感觉鼻子都掉

在了牛排上面。 可以开动了，我翻

开餐具包，东找找，西找找，“咦，

怎么没有筷子？我疑惑地问道。我

又跑去向服务员要筷子， 服务员

对我说：“小朋友， 吃西餐不用筷

子，需要刀叉！ ”“啊？ ” 我不好意

思地说，然后红着脸跑了回去。 我

看着刀叉，不知如何下手，于是我

决定请妈妈帮助我。“用叉子固定

牛排，用刀切下来。 ” 妈妈说完，我

就按照方法开始对付这块顽强的

牛排。

我们用餐结束后， 回到了家

中。 这时， 我的肚子突然疼了起

来，我哭着对妈妈说：“妈妈，小牛

生气了， 他在我的肚子里跳来跳

去。 ” 妈妈笑了，给我找了一些消

化药，我吃下药后，才好了一些。

原来不是牛在跳， 是我吃得太多

了呀。

童年， 所有的事情都是纯真

的回忆，它属于那个名叫“天真”

的地方。

指导老师点评：“妈妈， 小牛

生气了， 他在我的肚子里跳来跳

去。 ” 这句话真是可爱极了，表现

了作者天真无邪， 带有几分童真

的乐趣。

难忘的童年趣事

蒋雨彤 南明实验小学四（三）班

通用名：贵阳

英文名：cool（翻译成凉爽）

【性状】固体，一直保持着

18-25度的恒温。

【主要成分】美丽、凉爽、清

新、茂密、科技、古朴、便利。

【禁忌】1.夏季旅游勿只带

短袖衣物， 贵阳一下雨可是温度

骤降。 2.观光旅游不要不带相机，

当心错过美景。 3.出门不要不带

雨伞，贵阳的天气说变就变。 4.来

贵阳旅游勿临时买票， 可能那时

一票难求。

【注意事项】1.贵阳的天气

你别信贵阳本地人， 因为贵阳本

地人说：“今天热死了。 ” 可能温

度才 26度。

2.常年生活在雾霾城市的人

们，切勿随意来贵阳，因为不能确

定这么新鲜的空气，你是否习惯，

当心产生副作用。

3.雨季持续时间较长，贵阳

的“变脸” 堪称达到一定造诣，稍

有不慎， 可能导致一天旅游计划

泡汤，雨季并伴有气温骤降，不超

过一天，雨绝不停止。 来贵阳旅游

的游客们多注意天气预报， 以免

造成不良后果。

【储藏】地球上所有渴望美

丽风光和温度适宜的地方皆可。

【规格】山清水秀，空气清

新，温度适宜，人杰地灵，植被丰

富，与大自然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有效期】按自然规律发展

而定。

【生产日期】明永乐十一年。

【生产企业】祖国大好河山

责任有限公司。

指导老师点评： 小作者运用

药品说明书的形式来介绍贵阳，

可谓新颖独特。 用这种独特的方

式来介绍贵阳，可谓一枝独秀了。

文中虽然有些地方说法不够贴

切， 但这种大胆创新和尝试的勇

气是值得我们肯定的。

贵阳说明书

范家华 贵阳实验小学保利云山分校四（4）班 指导老师：嘟嘟老师

药用植物园

居芳宇 甲秀小学二（9）班

清晨，我来到一个空气清新，赏

心悦目的地方。

当你走进这个地方时， 心情很

舒畅，感到很轻松。低头看看碧绿的

草地像一块大地毯，软绵绵的。抬头

一看，茂密的参天大树，仿佛是一排

排巨人在守卫着大家， 小鸟在枝头

唱歌，小溪哗啦啦地流淌着，花儿向

我们点头，垂柳的枝条迎风飘动，风

儿吹着树叶沙沙地响着。 我情不自

禁地拿出一本书， 漫步在乡间小路

上，开始朗读起来。路边的小草好像

非常喜欢我讲故事， 在阳光的照耀

下，显得更生机勃勃。这就是我最爱

跑步、读书的地方：药用植物园。

来吧！ 朋友们，闭上你的双眼，

张开你的双手， 慢慢……呼吸，吸

气，吸气，再吸气，哇！大自然的空气

好新鲜呀！ 景色好美呀！

远处，一轮夕阳将要落下，恍

惚间，夏夜的风吹了起来，好似一

首夏夜的抒情曲，如童话般美妙。

贵阳这座城， 变得 “温暖”

了。 傍晚， 黄昏下的夕阳照着我

们，不经意间，抬起头望望天空，

一轮夕阳快要西下了。 夏夜之中，

有着一丝温暖，蝉儿鸣叫着，想看

夕阳的人搬来小椅子，坐着，再叫

一碗夏天贵阳独有的白豆花，白

白的嫩豆花在夕阳下使人更加有

食欲，用小勺子轻轻地拌一拌，放

入嘴中， 仿佛就是生活的滋

味———淡淡的甜味中透着一丝丝

酸味，酸中还包含着甜味……

天空上的夕阳还未落下，旁

边的云朵儿也变了色， 成了温暖

的淡黄色……再过一会儿， 光渐

渐暗了下来，夕阳也慢慢沉下，旅

行的云飘着，看着夕阳沉下去，夕

阳留下的，不仅仅是温暖，还有一

点朋友离别时的伤感！

形形色色的人好像没有看见

这美好的景色，自顾自地走着。 其

实，人生中的某些快乐，就在自己

身旁，你盲目地寻找它，它就看你

离去，而你总是找不到它……

夕阳， 也许你就是我寻找的

快乐，你伴我成长，让我有了可以

倾听的对象， 你总在我需要的时

候出现，让我懂得了珍惜，珍惜你

在我眼前的每一分每一秒，夕阳，

惜阳……

贵阳的春天格外美， 特别是泉湖公

园里的春天。 春姑娘可是一位伟大的画

家。 她描青了山峰，绘绿了小草······

在这样温暖的季节里， 许多植物都

开出了鲜艳的花朵。

迎春花， 她分明是一位美丽的小姑

娘!你看她，下身穿一件绿色丝绸般的裙

子，上身是金黄色的花朵。 风儿吹来了，

这位名叫“迎春” 的小姑娘便欢快地跳

起舞来，在春风的吹拂下，在春光的映照

下，拿金黄色的花朵闪动着，像一群黄蝴

蝶簇拥在一起扇动着美丽的翅膀， 它们

打着转儿，眨着眼睛，在有礼貌地向人们

频频点头呢!

����在微风的吹拂下，柳枝轻轻地摇曳，

湖面波光粼粼，在阳光的照耀下，那碧绿

的湖面，也闪烁着点点金光。

一颗颗小草从梦中醒来， 就像一群

活泼可爱的孩子， 从大地母亲的怀抱里

调皮地伸出一个嫩绿的小脑袋， 享受春

天的阳光和春风的抚爱。

咦？天上怎么是五颜六色的呢？原来

是孩子们在放风筝: 各种风筝以不同的

姿态自由地飘舞着，让人心旷神怡。

啊！ 泉湖的春天，可爱的春天，这充

满生机的春天！

黄馨怡 白云艺术学校五（2）班 指导老师：赵玉萍

夕阳·惜阳

醉美泉湖

杨佳慧 白云艺术学校五（3）班 指导老师：刘忠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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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呜呜，我错了，妈妈……” 我在家

里如杀猪般嘶叫，被揍得泪流满面，全因

为那张卷子。

那天，我自认为考得良好的卷子结果

下来了， 那红笔写得大大的 69 分仿佛一

支利剑刺进了我的心中， 让我伤心不已，

就将卷子丢进了垃圾桶。 很快，我便把丢

卷子的事情抛到了九霄云外，很开心地与

同伴游戏去了。

放学后，我欢喜地回家与妈妈谈今天

的趣事，自己说着有时都忍不住“扑哧”

笑了。 但妈妈似乎兴趣并不在趣事上，看

见我终于说完了，便急忙问我：“玥儿，分

数我看到了！卷子呢？ ” 不好，我心开始颤

抖，该怎么办？要说我扔了卷子，肯定要被

妈妈 KO了？ 我急中生智， 假装在书包里

找，最后告诉妈妈卷子不在了，装一个无

辜的表情不就好了？

或许妈妈会以为我把卷子落在学校

而放我一马？ 谁知，妈妈见我没找到卷子

竟勃然大怒，双手叉腰，眼睛里冒着火光：

“找不到，你今天别想睡觉！ ”

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向妈妈坦白了

我扔卷子的事，紧接着“狂风大作” ，妈妈

本就在生气，我的坦白更是“火上浇油” 。

我们家变成了 “屠宰场” ， 妈妈是 “屠

夫” ，我成了“猪” 。 在我不停认错下，妈

妈终于平息了怒火，不再打我，我在心中

暗自庆幸。

本以为风波就此过去了， 没想到哇！

坏事一桩一桩来，第二天，这件事竟传到

了数学老师耳里！ 她立即把我叫过去，进

行了“思想教育” 及批评，还说我不能直

观面对自己的问题，让我面壁思过。

扔张卷子造成了我的 “种种悲剧” ，

哎，以后我再也不干这种傻事啦。

指导老师点评：一次考试的失败让作

者十分揪心，但小作者大大咧咧的性格又

让人觉得孩子就是孩子。

“呱———呱———” 花果园湿地公园的

夏夜，蛙声此起彼伏。 谁会想到这个公园

诉说的是贵阳的变迁呢？

现在的湿地公园，美不胜收。 公园中

心那巨大的人工湖里， 开满了美丽的莲

花， 再配上停靠在岸边的威尼斯风格小

船，别有一番风情。岸上，有一座金碧辉煌

的宫殿，站在桥上，看着宫殿倒映在湖水

中，煞是好看。 在宫殿不远处，有一大片草

地，草地上有一架风车。每当放假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许多天真无邪的孩子在草地

上奔跑，在风车旁欢笑······

看着这美景，谁能想到这湿地公园的

过去，曾经是无人问津的彭家湾呢？

以前的彭家湾，环境恶劣。 彭家湾是一

条小巷，卫生环境很差。 平时到处污水横

流，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恶臭。 到了晚上，小

摊摊主们来到这里，开始比嗓门：“西瓜西

瓜 5块！ ”“苹果香蕉 5块一斤！ ”······

各种叫卖声让人睡不着觉，第二天只能睡

眼惺忪地去上学。 若是碰到下

雨，那更是让人仿佛回到了偏

僻的小山村， 满眼的泥泞，出

门走路一不小心会从

行走模式改变成溜冰

模式，甚至可以和大地

来一个“亲密”接触。

从彭家湾到湿地

公园，我可以看到贵阳

在一步步迈向未来。

贵阳的变迁

王晓岚 贵阳双语实验小学五（1）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