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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小朋友， 如果

你爱好写作，动动你手中

的妙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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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9373493@qq.com

� � � � 如果有指导老师，请

附上指导老师对该文的

评语，并附上联系电话和

通信地址，我们将择优免

费刊登。

名家谈写作

我手写我心

扫描二维码 关注黔学堂

看孩子习作

背影

我们的文字基础若还不十分

好，生活经验也还有限，又不晓得

小说或剧本的技巧，我们顶好是有

什么写什么，有多少写多少，为的

是练习，给创作预备条件。 首先是

要把文字写通顺了。我说的有什么

写什么，有多少写多少，正是为逐

渐充实我们的文字表达能力。即使

我们一辈子不写一篇小说或一部

剧本，可是我们的书信、报告、杂感

等，都能写得简练而生动，难道不

是值得高兴的事吗？ 当然，到了我

们的文字能够得心应手的时候，我

们就可以试写小说或剧本了。文学

的工具是语言文字呀。 要学习写

作，须先摸摸自己的底。 自己的文

字若还很差，就请按照我的建议去

试试———有什么写什么，有多少写

多少。 同时，连写封家信或记点日

记，都郑重其事地去干，当作练习

写作的一种日课。 ———老舍

作为初学者，可以按以下方式

来练习：一、兴到就写，不拘体裁：

当你有什么感触的时候，马上就把

它写下来，留待以后再整理。二、不

要写经验以外的东西：一定要写你

经验以内的事实，不然，便太冒险

了。三、细心观察：凡是一个写作对

象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要

仔细去观察、分析。不但是大事，而

且小事，不仅是表面，而且内衷，尤

其要注意话后的背景和引起的反

应。 ———冰心

邹雨孜 北师大贵阳附中高二（12）班 指导老师：毛永健

小时候， 最害怕的是在幼儿

园门口的分别， 因为每次看到父

母离去的背影， 我的心中都会涌

起莫大的恐慌， 我害怕他们会忘

记下午三点来接我的承诺， 更害

怕他们会永远的将我遗忘在那

里。虽然他们从没有忘记过，但这

样的恐慌在我幼时的每一个清晨

都没有减少。

再大一些的时候， 我开始住

校， 和父母每次一分别就是一个

星期，分别的时候，我都假装毫不

在意，挥挥手就转身走去，可是鼻

子总会突然发酸， 然后忍不住回

头用模糊的眼睛看他们离开的背

影一点点地向车靠近， 开门，上

车，离开。

到现在，依然是一别一周，可

在分别时，我却渐渐没有了留恋。

比起他们不厌其烦的唠叨， 我更

渴望与室友们在一起时自由的空

气。 他们送我到学校对面的天桥

脚时，我总是尽快地下车，象征性

地朝他们道别， 然后带着一点欢

喜毅然决然地向远方走去。 倒是

他们，明明我已经走到桥对面，那

车还固执地呆在原地。

那天，我和母亲吵架了，本是

一点意见上的小分歧， 却闹得很

不愉快。 巨大的代沟让我们的价

值观出现了偏差， 我们的交流变

得越来越困难。

第二天起床， 我像往常一样

睡眼朦胧的洗漱， 忽然听见厨房

里传来一连串碗碟破碎的声音。

我立马跑到了厨房门口， 可碍于

昨晚的争吵， 我选择了在门口静

静地看着。

妈妈望着满地的狼藉， 先是

愣了一下，然后极缓地弯下腰，慢

慢地拾起瓷碗碎片。 清晨淡淡的

阳光悄悄地洒在她的肩头， 每一

片碎瓷片也闪着金光， 画面出奇

的静谧。她的背影竟有几分苍老，

我隐约能从她鬓角的几缕白发推

断出她脸上自责的神情。 我脑海

中忽然浮现出那日的画面： 我站

在天桥的这面， 他们在天桥的那

面， 在我们相隔的短短两条街之

间车流不止。或许那不是车流，是

时间的洪流， 它将我们冲到人生

的两个阶段，我正在长大，而他们

正在变老。小时候我追逐他们，现

在他们追逐我。

儿时的记忆里， 妈妈的背影

是很挺拔的，踏着高跟鞋，颇有几

分名媛的姿态。可是此时此刻，我

确切地感受到她变老了， 和以前

不一样了， 岁月让她的背影变得

温柔又佝偻。我告诉自己，过去的

不必追，可此时的我，只想拼命地

抓住她的背影。

我冲上去， 同她一起收拾那

些碎片， 我不敢去看她惊讶的神

色，因为我怕一看，我的眼泪就会

流下来。

双猫大战

罗可青 息烽县永靖小学五（3）班 指导老师：陈韵

我本可以停下

李心柔 中天中学初一（15）班 指导教师：黄河

“什么？！ 跑 5圈？！ ” 全班同

学引起了一阵阵骚动， 每一个人

的脸上都充满了愤恨。 但这一切

都被哨声打断了， 女生们均以快

走的形态向前， 看着我们冻得通

红的双手，我不禁迈开了步子。很

快，无情的寒风冻红了我的双耳，

安静空旷的操场上只能听见风拍

打着我和极速飞驰的步伐声。 已

经是第二圈了，回头看，大多数同

学跑得都上起不接下气， 也有一

些站在跑道旁边不想上前， 当然

假装系鞋带的也比比皆是； 掐着

腰慢步向前的到处是……

我还在向前， 只是那双腿不

断地在放慢速度，“没事，你现在

已经是跑得最快的了， 停下来休

息吧！ ”我心里默默地想。 我松懈

了下来， 后面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向我袭来，来不及思考，我又机械

似地跑了起来。

肺部一阵巨烈的疼痛———岔

气了！我多想停下来啊！可是这已

经是最后一圈了！ 我不禁又加快

了速度，只是每吸一口气，都感觉

到强烈的刺痛感。

我吃力地向前跑去， 但那肺

部的疼痛感，使我停了下来，我试

图调节气息，但怎么也不起作用，

风嘲笑着跑过， 它和几个同学一

起，向前奔去。

我咬紧了牙， 拼了命地向前

奔去， 只听见其他人的呼吸声在

我耳边消失。 只剩下最后两百米

了，几个同学又加紧了步伐，“踏

踏” 的脚步声在我身后响起，拉

紧了我的心弦。我再次提了速，一

支离弦的箭飞射而出。

我坚持了下来， 我得到了胜

利，内心一阵波动，不禁挺了挺腰

杆。也许，我停下来得到了一时的

休息，但我的奔跑、付出却换来了

我满足的快乐。

每一次体育课我都要继续

跑，还一直不停地向前跑……

一天晚上，我补完课，拖着疲

倦的身体回家，走过一个岔路口，

发现黑漆漆的夜幕中， 即将进行

一场激烈的战争。

那是两只猫，一只土黄色，胖

胖的， 像一条肥肠； 另一只深黑

色，瘦瘦的，像一段干柴，一看就

知道没吃饱。只见双方杀气腾腾，

剑拔弩张，马上就用开战了。

突然，肥猫深吸一口气，跳起

来，四爪张开，一招“泰山压顶” ，

小黑没反应过来， 被肥猫压了个

正着。 我的天啊！ 你这只肥猫，专

攻别人弱点。 我好担心小黑会被

肥猫压死。但随着战争的继续，事

情好像有了转折。 小黑费力地翻

过身，亮出利爪，一招“黑虎掏

心” ，抓向敌人。

“小黑真棒！ ”我不禁低声欢

呼起来，这可能就是魔高一尺，道

高一丈吧。

肥猫受到重创，正在休整，小

黑冲过来用力一推， 想将肥猫打

倒。肥猫也不示弱，准备依葫芦画

瓢，使出同样的招数。 小黑见状，

利用自己的身体瘦的优势， 从肥

猫身体下面

钻了出去。

肥猫还没搞清

楚怎么回事，背部受到

重重一击， 躺在地上，

被小黑压住，再也起不

来，只能不停地惨叫求饶，小黑这

才松开了爪子，得意地离开了。

“哇噻！ 小黑，你是在少林寺

学过武功吗？ 这么牛！ 秒杀对

手。 ” 看到这

里，我不禁再

次为瘦弱的

小黑欢呼起

来。

曾经的我对于雨季是那样熟

悉，到了贵阳，雨的概念却反倒在

脑海中模糊起来。

春天的雨在百花开放中淅沥

着； 夏天的雨在电闪雷鸣中泼洒

着； 秋天的雨在硕果累累下跳跃

着； 冬天的雨在寒风刺骨里飞舞

着。 贵阳的雨总不长久， 下一会

儿，停一会儿，有时太阳也来凑热

闹， 阳光穿过雨幕照射在城市的

每一个小角落， 整个城市看起来

更加娇媚， 像一个尚未及笄的名

门闺秀。

贵阳的白茶，极出名，天蒙蒙

亮时， 便已有采茶人在薄丝般的

雨雾中穿行， 采茶姑娘穿戴着精

心制作的银首饰，雨滴在裙边上，

像粒粒珍珠敲打着银盘， 发出清

脆的声音。她们左手拿着篮子，右

手则灵活地在茶树上翻飞跳跃，

脸上带着甜甜的笑， 嘴里哼着不

知名儿的小曲儿。 歌声，雨声，混

杂着银饰碰撞的声音， 让贵阳的

雨更显灵巧动人。 白茶，极香，经

过无数次翻妙， 叶片渐渐从舒张

到蜷缩，变得小巧，冲泡时，叶片

再次舒展，不停旋转，跳跃，热气

从杯中涌出， 朦胧中如烟般飘向

远方，又再被香味拉回眼前。

贵阳的雨里植物们发疯似地

生长着， 疯狂的吮吸着甘甜的乳

汁，叶子上的雨滴不断地掉落，又

滴在了庞大的树根中， 形成了一

个最简单的水循坏。

贵阳的雨季不分明， 我希望

永不分明。

贵阳的雨

龙晓静 南明区第一实验中学初二（1）班 指导老师：王露

芭蕉树

陈新洋 息烽县永靖小学五（4）班 指导教师：蔡顺荣

在家乡， 任何东西都可以变

成有用之材，茄藤做弹弓、南瓜变

灯、树洞成佛庙都是十分正常的，

但最有用的，却是芭蕉树。

芭蕉树的叶子很大， 呈扇子

状，一条一条的，远远望去，就像

芭蕉扇，是孩子们最好的玩具。

大人还喜欢用芭蕉叶扎扫

帚，先将几张叶子绑在一起，往中

间插一根木棒， 等叶子晒干就可

以当扫帚用了。

过年的时候， 家家户户杀年

猪，熏腊肉，这时，芭蕉叶又开始

显神威了，村民们先是把肉挂好，

放在棍子上，把芭蕉叶掀开，洗干

净，便开始一年一度的熏腊肉，熊

孩子们坐在旁边，看得直流口水，

可谓是怎一个“馋”字了得。

妈妈发豆芽时， 喜欢用芭蕉

叶来遮住绿豆， 每天浇水在芭蕉

叶上，保持湿度，不久就有新鲜的

绿豆也吃了。

别看芭蕉用途大， 但生长条

件却是一点也不“讲究” ，无需娇

惯，只需一些水，一些土，一些阳

光就足够了。

我的老师

吕昕嶷 中天北京小学四（2）班

在我心目中，唯有她是世上最慈祥最温

柔，最让我敬佩的人。 她就是教我语文的徐

老师，她还承诺，要把我们带到六年级。

每天清晨， 徐老师微笑着走上讲台，她

是多么的端庄慈祥她用她那和蔼的目光，环

视着我们每个人， 当她用温柔的话语说道：

“同学们好！ ”我们像几十朵喇叭花一样，齐

声说道：“老师您好！ ”

记得有一次我读《老师说我是小蚌壳》

读得我泪流满面，我一想到小男孩儿和他的

林老师的感人事迹，我的眼泪就吧嗒吧嗒地

滴了下来，我整整哭了一个小时，但是我怕

被父母嘲笑，我不敢告诉他们，所以我把它

写到作文上。

徐老师批改了我的作文， 对我说:“你

呀！ 也真是浅海里可爱的小蚌壳，你有珍珠

般的心，但需要海洋般的知识来滋养。 ” 徐

老师的话像一束光射入了我幼小的心灵，我

轻轻地点了点头，下定决心要一直努力。

徐老师的每节语文课都很有趣，那是她

用心血浇灌出来的。 课堂上，徐老师笑语盈

盈，那是甘露轻轻地洒向茁壮的新苗；办公

室里，徐老师笔尖飞舞，那是春蚕悄悄地在

编织理想的丝线。

这就是让我最敬佩的徐老师。

日出日落

汪靖雯 实验二小五（2）班

指导老师：刘晏冰

到云南旅游，住的地方很好，早晨可观

日出，傍晚可观日落。

天蒙蒙亮，我便早早起来，准备去看日

出。 我坐在房间里的摇椅上，窗外就是湛蓝

的洱海，我仔细盯着天的边际，等待着那一

轮红日。

太阳终于冒出一个尖儿来， 像一个蒙

着面纱的含羞少女，悄悄窥视着人间，煞是

妩媚、可爱。 没过多久，太阳上升了一部分，

红扑扑的，人们发出阵阵赞叹：“好美啊！ ”

这时，我有了新发现，我说：“太阳被两条云

彩上下各遮一部分，像个……”“汉堡！ ”一

旁的妈妈脱口而出，大家都笑了起来。

渐渐地，太阳升起来了！ 淡金之中还夹

杂着一些充满活力的橙色， 让我瞬间精神

饱满。

太阳升得更高了， 这时的太阳是淡淡

的金色，四周有几片云彩遮掩着它，太阳的

光芒从云层的缝隙中洒下， 洒在一望无际

的海面上，一眼望去，海面上星星点点，闪

闪发光， 仿佛谁从天空中撒下了几串晶莹

剔透的珍珠，美丽极了。

太阳高高挂在天空， 一切都被它照耀

得生机勃勃：路边的小花小草晒着太阳，显

得活力满满，微风吹过，像似在欢迎远方来

客。 两旁褐色而具有特色的房子，也在阳光

下变得明亮起来；路上的行人三五成群，脸

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心情似乎甚似舒

畅。

到了傍晚，一切都变得无比宁静，遥望

余晖照耀的海面，显得非常有意境。 原本强

烈刺眼的太阳也玩累了， 缓缓地往西边落

下。 红、紫、橙……美丽的彩霞映照在海面

上，海水顿时显得五光十色，如同一块透亮

的宝石，发出耀眼而动人的光芒。

在不同的时间观赏日出， 让我感觉到

太阳原来如此神秘。 我向往指引我们方向

的日出，向往充满生机的正午时的阳光，也

迷恋那美丽动人的日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