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杯，将茶杯洗净，用开水稍

微烫过；醒茶，将茶叶放入高温烫

过的茶杯中，用 85摄氏度的开水

冲泡，水量盖过茶叶稍多一些，待

茶叶舒展片刻；冲泡，可适当提高

水壶的位置，由上而下，水流如瀑

布般落入杯中， 让杯底的茶叶泡

个澡······活动最后， 孩子们在

茶馆坐定， 欣赏茶艺师表演泡茶

技艺。

现场观摩并尝试泡茶的耿洪

香表示， 没想到泡茶还可以这样

美，有机会，她会给辛苦养育自己

的父母、奶奶亲自奉上一杯茶，以

表感恩之情。

活动间隙，李佳俐告诉记者，

以前的郊游，大多是走走看看，像

今天这样，既能增长见识，还能动

手体验的活动令她难忘。

“开阳是贵州的主要茶产区

之一，早在北宋年间，便实行茶马

交易。 至清、乾年间，黔茶被钦赐

为贡茶。 虽然这些孩子们生长在

这片土地，但大多对富硒茶，对茶

文化知之甚少。 陪伴孩子们体验

此次研学， 最大感受是孩子们跳

出书本，开阔了眼界，既对茶文化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又增加了经

历，对种茶、采茶、制茶、品茶有了

直观的体验。 ” 六屯中学团支部

书记林英如是说。

本报记者 孙维娜 /文

本报记者 王弘扬 /图

美作文小学组作文命题

阅读材料：

有人说： 与众不同的背后是无

比寂寞的勤奋。亲爱的你，曾经为了

什么， 做过非常多的努力， 是做作

业，练单车，学游泳，弹钢琴还是打

游戏……

现在回忆自己当时的努力，是

想起就痛苦，还是体会到苦尽甘来，

或者其他……

其实从来没有什么天才， 那有

随随便便的成功。 只是天才的努力

都是默默完成，不断积累，并善于寻

找适合自己的方法。 所以旁人误认

为他们是轻松达到，是天赋异禀。

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 成长

路上的我们， 更要常常想想为什么

努力，怎样努力？这样的疑惑带给我

们真正的长大。

写作要求：

请以阅读材料的内容为主题，

自拟题目，写不少于 500 字的文章，

写出真实的自己，写给未来的自己，

文体不限。如写诗歌不受字数限制。

美作文初中组作文命题

“诗言志” 、“诗缘情” 。 一首诗

歌，或是表达对生活的感悟，或是抒

发某种情怀。 一首诗，或今或古，或

中或外，或是千古名篇华章，亦或是

读诗的人自己信笔挥就，就在某时、

某地、某景、某境，缘于某人、某事、

某情，拨动着读者和听者的心弦。

写作要求：

请以 “我想为你读这首诗” 为

题，写一篇 600-800字的作文。

美作文高中组作文命题

阅读下面的材料， 根据要求写

作：

删除我经历过的任何一个瞬

间，我都不能成为今天的自己。

写作要求：

这则材料引发你怎样的思考？

请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

自拟标题， 写一篇不少于 900 字的

文章； 不要脱离材料内容及含意的

范围作文，不要套作，不得抄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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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专用电子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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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成长

JIAOYU

CHENG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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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美作文大赛 复赛开始了

“贵阳美作文” 2017 年度大赛

初赛自今年初开赛以来， 贵阳市各

学校学生踊跃参加， 收到近千篇学

生作文，本报“美作文” 专版选择部

分优秀作品刊登。近日组委会宣布，

“贵阳美作文” 大赛复赛从即日起

开始，全省中小学生均可投稿参与。

此前，初赛优秀作文将颁发奖状。

据了解，“贵阳美作文” 大赛由

贵阳市文明办、贵阳市教育局、贵阳

晚报联合主办， 从 2013 年举办以

来，已经连续举办 5 届，全省中小学

生积极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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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赛参赛作品，我们将

选择部分优秀作品刊登在每周一见

报的《美作文》专版上。

据悉，今年大赛仍分为初赛、复

赛、决赛三个阶段。 今年与往届比赛

不同，考虑到公平性，小学组分为低

年级（一、二、三年级）和高年级

（四、五、六年级）两组，初中组和高

中组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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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了解，“贵阳美作文” 大赛复

赛将持续到 2017年 11月 30日。 来

稿截止后， 本报将组织专家对稿件

进行评审， 选择 80 人参加决赛，决

赛时间将另行通知。

贵阳美作文复赛题目

贵阳市中小学生研学旅行拉开序幕———

40名学生 走进云山茶海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士便开始通过游学以求闻达。 直至今日，所

倡导的“在实践中学习知识、体悟人生、修为人格、传承文化” 的观点，它既是

贯穿古今的人文精神，亦是与时俱进的教育理念。 本周二，来自六屯中学的 40

名学生，在开阳县云山茶海间识茶、采茶、制茶，品茶、了解茶文化，正式拉开了

贵阳市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序幕。

云山识茶

采摘制作有学问

一棵芽头一片叶子， 手拿小

篓，六屯中学八（2）班的马栋祥

在云雾缭绕的云山茶海间穿梭，

按照有着十四年制茶经验的茶匠

师傅李腾云的指导摘取顶端的嫩

叶。

“用指甲掐嫩芽，会留下黑色

的印迹，正确做法是摘。 ” 包括马

栋祥在内的 40 名同学，在茶海间

小课堂里， 了解到有关贵州茶生

长的地理环境、茶的种类、主要分

布、采茶技巧等茶文化相关知识。

摘了茶叶， 接下来的工序就

是制作茶叶了。 只见有着数十年

手工制茶经验的两位老师傅，徒

手在电锅里来回翻炒着孩子们刚

刚摘下的新鲜茶叶。 5分钟的“杀

青” 后，茶叶味清香扑鼻。

“前两年我见奶奶这样炒过

茶。 ” 八（1）班的邓永超告诉记

者，手工茶喝起来更加清冽，但由

于奶奶年事已高，身体不好，手工

茶已成为他记忆中的味道。

了解手工制茶的步骤后，云

山茶海的经理杨常煜又带领孩子

们走进工厂，参观经杀青、理条、

辉干、 提香等机器在四步工序制

成的茶叶。

“5 斤新鲜采摘的茶叶，经炒

制，能够制成 1斤茶叶。 传统手工

炒茶， 通常 2 至 3 小时能产出 1

斤成品，一个人一天不眠不休，充

其量也就能产出几斤茶叶。 由于

产量低， 加之手工炒茶损耗率高

出机器许多，炒茶技艺因人而异，

制茶标准难以统一，因而，手工制

茶逐渐被机器制茶所取代。 如今

品传统手工制作出来的茶， 更多

的是品一种文化。 ”杨常煜说。

农耕体验 品味播种与收获

在我国，二十四节气被称为农耕

时代的“时间智慧” ， 它将天文、物

候、农事和民俗完美结合，千百年来

一直被我国人民所沿用。

“碓窝是用来舂米的；叉叉锄用

于开挖板结的土地；锄头用于庄稼地

翻松土壤，除草······” 李明星告诉

记者，现场展示的工具，他大多都认

识，只是近来，家里用得少了。

在讲解员的介绍下温习了农耕

工具的使用方法后，孩子

们分成 4组， 亲自下地，

比拼种植茼蒿菜、 青菜、

白菜等。

6 岁便开始帮

忙干农活的李佳俐娴熟、有节奏地挥

动锄头，不一会儿功夫，便凭一己之

力完成了该组的所有挖坑工作。

撒上种子，浇了水，再掩上薄薄

的一层土， 孩子们亲手播种下希望。

这还没完， 紧接着在相邻的一块地

里，大家又在工作人员指导下，挥动

锄头， 挖出一个个胖嘟嘟的红薯，品

尝收获的乐趣。

“这个红薯还挺甜

的。 ” 当下便剥了皮吃起来

的晏小娅笑着说。

研学旅行

有别于传统郊游

◆◆◆

为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教育， 推进素质教育均衡

发展，近日，由南明区教育局、南

明区关工委、 南明区少年宫联合

举办的 “唱响主旋律·筑梦在南

明———南明区中小学传唱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歌曲暨班班有歌

声” 合唱比赛在南明区苗苗实验

学校花果园校区举行。

据了解， 合唱比赛在四喜巷

小学带来的《文明歌》中拉开帷

幕。《爱国歌》、《和谐歌》、《幸福

少年》 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组

歌主题鲜明，振奋人心，歌词通俗

易懂、朗朗上口，旋律婉转悠扬，

具有极强的传唱性和普及性。 比

赛现场，达德学校、甲秀小学、绿

苑小学、 贵阳市第二十一中学等

12支参赛队的小朋友用嘹亮的歌

声唱出了他们对祖国的无限热

爱，展现了同学们团结向上、积极

进取的精神风貌。 最终，经过激烈

的角逐，绿苑中学、甲秀小学荣获

此次合唱比赛的中学组、 小学组

一等奖；贵阳市二十一中、南明小

学、花三小、达德小学等中小学校

分获二三名。 袁娟 赵松

南明区中小学

班班有歌声

唱响主旋律

图为比赛前，小女孩帮同学补妆

在第六个 “国际女童日” 到

来之际，由全国妇联主办，中国儿

童少年基金会、 北京师范大学中

国公益研究院承办的 《中国贫困

女童未来职业教育发展需求研究

报告》发布暨“春蕾学院” 公益项

目启动仪式 10日在京举行。

研究发现， 职业教育对于贫

困女童帮扶有着显著的成效，但

也面临着城乡差异过大、 供需不

平衡、缺少专业化指导等挑战。 贫

困女童职业教育亟待以需求为导

向， 构建贫困女童职业教育促进

体系， 进一步改善贫困女童生活

状况。

基于报告研究成果， 在全国

妇联、中科院的指导下，中国儿基

会同步启动“春蕾学院” 公益项

目。 该项目将通过资助贫困初中、

高中、中专、技校、职高、大专等大

龄女童， 为其提供费用减免的未

来职业教育和职业规划， 重点对

农村地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女

童的职业教育进行扶持， 探索建

立与企业及有关机构的合作机

制， 在解决贫困女童基本就业需

求的同时， 为国家定向培养合格

职业技术人才。 据新华社

帮扶贫困女童

职教更有成效

采茶

学习采茶技巧

云山茶海酒店

体验推磨子

图为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