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度 “贵阳美作文大

赛” 征文活动开始了。 参赛的同

学和学校，记住我们的投稿邮箱：

gymzw@foxmail.com。

2018 年度 “贵阳美作文大

赛” 征文活动由贵阳市文明办、

贵阳市教育局、贵阳市生态委联

合主办，贵阳市环境宣传教育中

心协办，贵阳晚报《黔学堂》教育

周刊承办。

大赛面向贵阳市各中、小学

学生（包含中职在校学生），同时

欢迎省内其他市州中、小学在校

学生参加。

初赛从 6月 1日开始， 截至

7 月底结束。 初赛征文活动聚焦

生态环保绿色发展的理念，鼓励

学生在生活中寻找、发现和讴歌

新时代的发展和变化、抒发对祖

国、对家乡的情怀。 加深对家乡

建设成就、生态环境、革命传统、

历史文化、山水风光、民族风情的

了解。

初赛征文可围绕 “美丽贵

阳·我是行动者” 自由创作，也可

以按照以下命题要求写作：

小学组与初中组：

在去过的自然美景中，选择

自己最喜欢的一处，比如公园里

属于你的秘密花园，或者某一次

宿营的小溪，又或者一次踏青的

惊喜······

好好思考回忆，找到一个你

觉得生态最好的地方，再用文字

介绍给大家：你为什么要写这个

地方？ 这个地方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地方环境这么好是什么原

因？ 最后如果我们生活在这样的

地方，将怎样保持她？ ……

如果，你的生命中还没有遇

到这样的理想之地，请在想象中

创造一个。 如果，你曾经看过的

美好景物被破坏了，你更要用文

字写下她当初的好，和你现在的

疑问。

无论是记实还是想象，这都

是你用自己的思想进行的冒险之

旅，思考之路。

要求：文体不限，小学组 500

字以上，初中组 800字以上，诗歌

创作不受字数限制。

高中组：

亲爱的朋友，请你读读《寂

静的春天》这本书，作者是美国

的雷切尔·卡逊。 这本书描写的

是生态被彻底毁坏后，没有了生

命力的地球，是人类再没有春天

的隐喻。 这本书是环保科学的鼻

祖，但是给卡逊带来的不是赞誉

和认可，她用“尊重事实的力量”

和“非凡的个人勇气” ，支撑自己

身患癌症的孱弱之身，写下这篇

巨著，开创人类与自然如何相处

的深度思考。 书成后两年，她死

于癌症，卡逊也是在为她的生命

而写作。

希望你能好好看一看这本

书，选择你能看懂的部分，找出那

些让你深有感触的文字，结合家

乡的“水、山、土、木”等生态具体

情况，试撰一文，可以赞美，可以

批判，更可以引发自己的深度思

考。 当然还可以写成对家乡的生

态情况的调查报告，甚至可以通

过主题阅读，给雷切尔·卡逊这位

环保先锋写上一篇小传。

要求：文体不限，字数在 900

以上。 如果你写的是诗歌，不受

字数限制。

贵阳美作文

邀你来参赛

2018�年6月13日 星期三

美作文

MEIZUOWEN

A

14

编辑／版式 贺孝瑚 校对／孟瑜

扫描二维码

关注黔学堂

了解更多

美作文资讯

一念菩提 一念罗刹

郭可婧 北师大贵阳附中高一（12）班 指导老师：毛永健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

胡蝶也。 ”

我本为虫豸，辗转于尘世万千，

在幽寂的深谷，于白雾弥漫的清晨，

遥远南国中那重峦叠嶂的寒林烟

漠，乃是我的诞生之地。我仍依稀记

得与这浮生芸芸的初见， 那淡薄熹

微中，眸间光影重叠，尘埃浮动。 阳

抚我以暖，苍穹予我湛蓝，风铃铃，

鸟鸣松落，清溪深涧。

这已是我对生命之始仅存回

忆。 腐朽四溢，生灵颓靡。 我束缚于

残缺的骨骼，挣扎在溺亡边缘，黑暗

无息无止吞没了一切。我渴望蓝，希

望之色，天之眼。

仰首，只有灰雾漫天。

“人间何处?”“烟火繁华之

地。 ”

血腥随深处记忆之海翻涌。 他

说，“在月明之时， 蒙去你的双眼，

穿越山谷与溪涧，向彼之方前行，莫

要回头，终将抵达霓虹之地。华灯初

上，笙歌夜舞……” 记忆中的声音

愈加飘渺，渐行渐远，似乎已被我遗

落于来时路遥，他欲启的唇，在说什

么？模糊不清，掩于岁月尘埃……他

是谁?

����我执着于远方的未知与神秘，

日夜驰往，片刻不息。“别……蒙去

你的双眼……” 他是这样说的吗？

不，我要破茧，去那不夜之地，沐浴

永恒的光明，我要摆脱黑暗的囚笼，

主宰一切。

“呵，渺小的蝶，你仍无法摆脱

愚昧，谈何破茧。 ”

最初，我仅为蠕行的虫豸，世界

以温柔相待。成长，我被欲望蒙蔽双

眼，星光残落，万世黑暗。

如今，我已破茧为蝶，在穿越茫

茫荒漠与梦的白骨后， 抵达这虚幻

之城，览尽灯火万家。 如今，我已双

翼凋落， 在瞬刹翱翔广阔与生的欢

欣后，绝望于阑姗春意，陷落纸醉金

迷。

奄奄一息，我坠落于死亡之海。

咸涩混杂鲜血淋漓，却已痛而无感。

闭眸， 留恋这世间最后一眼， 再见

……

“孩子，勿要去那禁忌之园，谨

记展明你的双眼，勿要迷失，勿要彷

徨， 勿要忘记起始之日众生的微笑

……” 啊……原来，你是这样说的，

勿要忘记最初的美好……枯朽古木

的忠告我怎能遗忘?原来，灭亡的宿

命已在中途写好。

没入亡灵的尸骸， 步入广阔的

消寂，哀响与沉鸣遁影，这是否已是

终点？

却为何勿而转于烂漫花海？ 彼

方有烈火簇簇灼燃天际，银月如钩。

是谁卓然立于中

央？苦思难解，此

为何地？ 我于何

方？我为谁人？翩

翩于身际， 恍然

神 似 的 皮 囊 ，

“汝为何人？”“我初为虫豸，终

破茧为蝶，现为无名孤魂。 ”

差矣，吾汝本为一也。

“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

梦为周与？ ”

你我本一，有如天地共存，

万物为一，我生而你存，你死而

我亦亡也。 万物相生，与此相同。 今

予一梦而断其缪欲，汝可明矣？

转醒，“人间乃最为繁华之地，

通宵火明，永无黑暗，万物皆向而忘

之， 但切记勿要蒙去双眼， 忘记初

心。 ”

我是一只松鼠，生活在中国的

一片小森林里。在那里我生活得十

分幸福， 成片的大树青翠欲滴，还

有小花小草与我做伴， 各种动物，

每天都活蹦乱跳地找食物， 玩游

戏，森林里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直到有一天……

那一天阳光明媚，我和往常一

样，吃完松果就开心地出门了。 花

儿看见我来了，笑眯眯地说“早上

好” ，小草也说“让我休息一下，喝

口水” 。“咦，那是谁？ ”站在我旁

边的朋友松鼠问道。我顺着它的视

线望了过去，只见一位身材高大的

物种，他还提着一个闪着荧光的东

西。

我们激动地跑了过去，笑着跟

他打招呼，其他动物还各自拿出了

自己珍藏的食物想跟他分享。我们

本以为能与他交朋友，谁能想到他

竟然一脚把我们踢开了， 还说了

声：“小东西，别挡道。 ” 这时旁边

的大树爷爷恐慌地对我们说：“孩

子们，快跑！ ”

原来，他就是那个凶残的伐木

者。 一棵棵大树应声倒下，我吓得

叫起来，心中惊恐万分。忽然，身后

传来一声“救命” ，我一扭头，一只

松鼠被抓走了。望着松鼠惨叫的背

影，我的泪不住地往下流。 令我意

想不到的是那位男人朝我冲了过

来，还说要把我捉去给他的孩子当

宠物。我十分害怕，不料，后背被一

根钢爪抓了一下， 毛掉了一大片，

我腿肚子疼得直转筋， 我忍着痛，

头也没回逃走了。

几年后， 我再次回到这里，当

年的绿洲变成了一片沙漠。我只看

见一具具动物的残骸······

我再一次流下了眼泪： 人类，

当我们灭亡的那一天，也就是你们

存活在这世界上最后的日子。

一只松鼠的悲哀

蒋金泷 尚义路小学六（6）班 指导老师：刘晏冰

人类，别再让我哭泣

陈志睿 实验四小五（2）班 指导老师：刘晏冰

我的名字叫做湖，我生活在一

片郁郁葱葱的林子里。

我们那儿的树木十分茂盛。每

天清晨， 小鸟妹妹都会站在枝头

上，尽情地唱着动听的歌。 我向着

岸上，不停地涌动，滋润着一棵棵

树苗， 所有的小花都在朝我微笑。

就连小鱼儿也都在我的身躯里，欢

快地跳跃着。 周围的小动物们，每

天都来到我的身边，饮水解渴。

很多天过去了，一群“不速之

客” 突然闯进我们的家园，他们在

附近建造出了一个工厂。

刚开始，那群“不速之客” 从

一个黑色的大管道里，排放出很多

黑色的水， 这些水散发出一股臭

味，流入我的身体，让我很不舒服。

接着， 他们还把大树公公砍

掉，小草弟弟也被“不速之客” 践

踏得奄奄一息，更可怕的是，就连

许多美丽的花儿都面目全非。

污水天天都要排过来，我也越

来越臭了。 最后，我的身躯已发出

了令人难以接受的恶臭味，我已丝

毫不能动弹。 我抬头向岸上看去，

许多小树、小花、小草，都已枯萎，

小鱼儿早已从水里扑到岸上，奄奄

一息。

我越来越孤单， 也越来越无

助，越来越悲伤，也越来越绝望。最

后，我已承受不了在我身体里的各

种垃圾、污水。我开始放声大哭，是

在对老天倾诉命运的不公。 哭完，

我开始回想着以前无忧无虑的生

活，开开心心地与大伙玩耍的美好

时光。

越来越多无意识的 “不速之

客” 会污染湖泊， 砍掉一整片森

林，污染一大片海。这样发展下去，

所有的湖， 所有的海以及森林，全

都难以存活，这些“不速之客” 也

即将面临的是灭亡。

人类呀，这群“不速之客” ，救

救我们的家园吧。 求求你们，不要

让我们哭泣了。

梦中，我在高山深林里看见了

一个生态之国———百世园。

我站立在门口，完全被这里的

风景给吸引住了。这里的一切都是

现实生活中不曾有的，你无法想象

我当时的兴奋……

这里是无数个三角形组成的

王国。 大门有两个小卫士，他们都

很善良，没有多问一句话，就让我

进去了。 我先进入花园，这里的花

美丽极了！有蝴蝶花、玫瑰花、兰花

……它们有的雪白， 有的鲜红，有

的还闪着金光。翩翩起舞的蜜蜂在

一朵朵美丽的花儿上采蜜。这里还

有几棵高大的柳树，“碧玉妆成一

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 我不禁

吟起一首诗来。柳树旁还有一些碧

绿的草坪，一直蔓延到天际。 几只

活蹦乱跳的白兔悠闲地吃着草。

我又来到荷塘，那里就像一块

玉石，碧绿碧绿的。 荷塘里有好多

小鱼在水里快活地游泳，几只小虾

躲在石头的后面， 悄悄地跑出来，

用自己的小钳子夹小鱼的尾巴。清

澈见底的水中，有几株水草缓缓地

左右摆动。

离开荷塘， 我来到动物园，大

家正和动物谈话呢！ 我很好奇，慢

慢地走向动物们，刚一进去，却听

得懂动物的语言了。我看见一只小

白兔朝我奔来，我立刻起身逃到没

有兔子追赶的地方， 可兔子又来

了，我才发现我身上有青草。于是，

我把草扔给它，它就边吃边走了。

多么希望现实生活中也有这

样的一个仙境呀。

梦中王国

林佳隆 南明小学二（3）班 指导老师：刘晏冰

阳光明媚，空气新鲜，蔚蓝的

天空不时飘过几朵白云；清澈见底

的小河里，七彩的鱼儿正在嬉戏打

闹，岸边碧绿的植物伴随着层层波

浪随风起舞。

可是，因为人类的贪婪，亲爱

的地球妈妈却变了个样……

各种垃圾漫天飞舞；黑灰色的

气体随风飘荡。那光秃秃的山坡原

本生长着碧绿的树林，因为人类的

贪婪，将树木全部砍光。

地球不再生机勃勃，枝头上没

有了小鸟的歌唱，热情的蜜蜂开始

变得冷漠，漂亮的蝴蝶不在花丛中

玩耍了，原本清澈的河水里漂浮着

恶心的脏东西和死去的鱼儿，变成

了臭臭的排污沟……

你们知道吗？我们每一次对环

境的破坏，就会给地球妈妈带来一

次一次伤痕，使她痛苦不堪。 地球

妈妈已经精疲力竭，她每一次的眼

泪都是因为人类的贪婪而疼痛难

耐。地球妈妈的脸变成了干枯的黄

色，上面还有几个大洞……亲爱的

人类， 请不要再伤害地球妈妈了，

她已经很虚弱了！ 曾经，她穿着湛

蓝的衣裙和其他星球玩耍，可是现

在，地球妈妈的华服正在一层一层

脱落。

朋友们，让我们把以前那如痴

如醉、美丽迷人、争鲜斗艳的地球

再建立起来，共同享受这美丽和谐

的家园。 让我们一起保护大自然，

不让地球妈妈感到悲伤！从我们身

边的点滴小事做起： 节约每一度

电、每一滴水，种植花草树木、保护

森林，保护生态环境……让我们携

起手来，呵护地球妈妈，共同维护

我们美好的家园！

保护地球

骆前月 实验二小四（3）班 指导教师：申佳玉

城市的生活乏味无奇，乡村的生

活新奇有趣。

我的老家在修文，每次回来，总

离不开捉鱼，一到河边，脱鞋挽裤，清

凉的感觉顿时让人神清气爽。 河里

的鱼贼多，一群接着一群，我拿着容

器在水里，小伙伴们拿着木棍在旁边

轻轻拍轻轻赶，鱼就往我这边游，我

把容器往前一送，往头上一举，一条

条肥美的鱼就被我收入囊中了。

乡村的地形最适合骑自行车了，

我把车骑到山顶，再从山顶冲下来，

一路上全部都是蒲公英，那景色不要

太美了哟！ 在风力的作用下，开始了

旅行。 接着我一个转弯，居然飞起来

了，风吹在脸上，还带有一丝香味。

当然还少不了抓螃蟹，我来到河

边，随手一翻，“哇！ 快来,有螃蟹。 ”

“真的吗？ ”

“真的，快来吧！ ”

我抓住螃蟹夹，伙伴们抓住螃蟹

的腹部就行了，接着我们又以同样的

方法找到了许多螃蟹。

乡村生活，可真有趣！

乡村趣事

周子清

息烽县永靖小学四（3）班

指导老师：陈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