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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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应该怎样做， 我说不出

来，因为自己的作文，是由于多看

和练习，此外并无心得或方法。

———鲁迅

创造性的一个最好的标志就

在于选择题材之后，能把它加以充

分的发挥，从而使得大家承认压根

想不到会在这个题材里发现那么

多的东西。 ———歌德

作家是世界上最勤快的人，他

总是处在工作状态，不停地做着两

件事， 便是积累素材和锤炼文字。

严格地说，作家并非仅仅在写一个

具体的作品时才在写作，其实他无

时无刻不在写作。

一般人对此并不在意，他们往

往听任这些东西流失掉了。作家不

一样， 他知道这些东西的价值，会

抓住时机，及时把它们记下来。 如

果不及时记下来，它们很可能就永

远消失了。 ——周国平

永远不敢动笔，就永远摸不着

门儿。不敢下水，还学得会游泳吗？

自己动了笔，再去读书，或看刊物

上登载的作品，就会明白一些写作

的方法了。 只有自己动过笔，才会

更深入地了解别人的作品，学会一

些窍门。 ———老舍

老爹

毛远影 北师大贵阳附中高二（12）班 指导教师：毛永健

老爹是一名老师，是我小时候

最讨厌的人，因为他是插足于我和

老妈之间的情敌，更是阻绝我与漫

画书亲密接触的拦路虎。我常常感

叹他这样脾气暴躁、做事固执的人

怎么会生出我这样优秀聪明的女

儿，而他听到这话时只会默默地走

到我的身后，赏我一个爆栗。

小时候他和老妈工作都忙，没

时间照顾我，他就会带着我去上晚

自习。我拿着一本钟爱的小画册躲

在讲桌后翻阅，偶尔看看正在板书

的他， 然后小声揶揄一句：“老爹

字好丑。 ” 一下课，他那群已经高

中了对于我来说如同巨人一般的

学生就会蜂拥上讲台来，他感叹着

孺子可教打算为学生答疑解难，然

而他们都是来围观我这个小旁听

生的，嘿嘿，想到这里我有点自豪，

毕竟我比他更受你的学生的欢迎。

等到我大一点，他就做了一件

让我深恶痛绝的事———送我上幼

儿园。 我至今仍记得在幼儿园门

口，我是如何手脚并用地抱着他的

腿撕心裂肺地哭泣，周围的小孩和

家长们纷纷侧目，而他略显尴尬地

扒开我的蹄子把我交给老师，然后

自己拍拍屁股走人。 哎，这狠心的

老爹，真是我上辈子造的孽。

好在他知道如何让我高兴，这

也是我们父女为数不多的共同爱

好：吃。运气好的时候，他会骑着那

已经被偷过三次又辛苦找回来的

自行车带我穿越半个小镇，只为一

碗都钟情的燃面。 时运不佳的时

候， 他就会自己尝试做黑暗料理，

比如那碗我毕生难忘的酱油南瓜

煮面。 如今回想起来，我没有毒死

在他做的饭菜下，真是我命大。

他还是棍棒教育的忠实粉丝，

所有父亲对于女儿的温柔都会在

他知道我犯错之后烟消云散。我长

大之后， 他给我写了一封长长的

信，是对于他从前棍棒底下出虎子

的行为的反思，也是他今后不再打

我的保证。 字里行间情真意切，我

看完后哭得稀里哗啦，而他至今也

遵守着那个承诺。

青春期变得暴躁的我常常莫

名其妙地发脾气，而小时候那个易

怒的他却早已不在，他总是安静地

等待我烦闷发泄完， 再寻根问底，

步步解答。 女儿成长的时候，老爹

也在改变着。

嘿，我的老爹，你不帅，却足以

当我的男神；你不温柔，却永远为

我保留内心的柔软；你不懂说“我

爱你，女儿” ，可我却总能在面对

风雨时大步向前， 因为我知道，我

的身后，有你啊。

我出生在贵阳南明河中游一

带，从我家沿着散发泥土芬芳的小

路走到尽头，就是南明河了。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总爱牵着

我的手漫步在南明河畔，还来不急

用鼻尖接住落下的第一片雪花，也

没有来得急嗅嗅河畔傲立的梅，冬

日的芬芳已经偷偷溜走，当春日第

一抹阳光缓缓洒上澄澈的水面时，

母亲便带我出门了，因为我更喜欢

春日的南明河。

春天，河岸边的柳树垂下了身

子，长长的柳枝没入水中，隐隐看

见几片嫩绿的柳叶。明亮的河面倒

映出柳树的影子， 一阵阵微风吹

来，柳树的枝条随风飘动，远远望

去，就象婀娜多姿的美少女在静静

地梳洗秀发。 河水涨起来了，与河

畔齐平， 水里细细碎碎的小石，可

以看得清清楚楚。 如果渴了，可以

直接站在低洼处的大石块上捧一

把水解渴。 走到空地，会有推着纸

糊风筝卖的老人，母亲曾经给我买

过一个燕子形状的风筝，站在逆风

的方向，跟着风跑了起来。 风筝翱

翔着， 如一只摆脱束缚的老鹰，看

着高飞的风筝，又看着风筝与手之

间那根紧密的线，心情无比愉快。

搬家后，住得远了，学业也变

得繁重，去南明河畔的次数也慢慢

减少了。 某日，我在玩具柜里翻找

着我的风筝，甩开那一张张可恶的

蜘蛛网，艰辛地来到那早已堆积满

了灰尘的纸箱旁。 掀起纸盖，一阵

浓浓的灰尘席卷而来，夹杂着沧桑

的气息。 缓缓提起那只风筝，它像

是穿了件棉袄，但轮廓却依旧显得

那么清晰。 我轻轻抖下上面的灰，

斑驳的燕子又出现在了面前，我将

它放在书架上，莫名有点怀念了。

恍惚中，我仿佛看到了甜甜的

童年，母亲还是牵着我的手，燕子

状的风筝还在上空飘荡，翠绿的柳

树还是低低地垂入水中， 微风袭

来，水中涟漪阵阵，推车的老人还

是迈着平稳的步伐在青石路上行

走，小孩们奔跑着，嬉笑着，逗得柳

荫下乘凉的阿公哈哈大笑。

南明河遗梦

史欣让 北师大贵阳附中八（11）班 指导老师：孟娟

妈妈，我爱您

黄亮铠 省府路小学六（6）班

指导老师：侯娅秋

“同学们，请拿本子抄今天的作业，

是向爸爸或者妈妈说：‘我爱您’ 。 ” 一听

到这个作业，全班都惊呆了，这么肉麻的

作业，谁会做呀！ 不过，我还是要试一试。

在回家路上， 我心里盘算着这项作

业：“爸爸平时蛮严肃的，听到这句话，一

定会嘲笑我，不可说也！妈妈还算温柔，就

给她说吧！ ” 正巧，下午爸爸出差，真是天

赐良机，马上行动。当时，妈妈正在书房上

网，我先小声地练习了一下，然后蹑手蹑

脚地走进书房。

站在妈妈面前， 我对妈妈说：“我

……我……” 妈妈感到奇怪， 便问：“儿

子，怎么了？” 我欲言又止。妈妈看我一直

说不出话来，便摘下耳机，皱着眉头，并略

带怒气地问：“你是不是又和别人打架

了？ 或者又犯错了？ ” 我的脸红得像个大

苹果，本来准备逃避，可不知道哪来儿的

勇气，竟然大声说：“妈妈，我爱您！ ” 说

完，我马上用手把嘴捂上。 妈妈听了先是

一愣，然后紧皱的眉头舒展开来，那些怒

气在一瞬间抛到了九霄云外，双颊泛起了

淡淡的红晕。 过了一会儿，妈妈说：“小屁

孩，干嘛这么肉麻，快去做作业。 ” 离开

时，我偷偷瞥了妈妈一眼，发现她的嘴角

微微翘，一下子好像年轻了许多。

世上只有妈妈好，妈妈的爱是我们永

远不能忘记的。

我爱您，妈妈！

古今中外，个人命运总是与国

家兴衰，民族兴旺紧密相连。 卫青

出身低微，却率师北伐，大破匈奴，

为西汉之繁荣鼎盛奠定基石，皆因

他心中的兴邦之梦； 鲁迅弃医从

文，不惧黑暗，振臂高呼，为中国之

改天换地指引光明，皆因他心中的

救国之梦；拿破仑一生戎马，驰骋

疆场，纵横欧陆，把法兰西推向一

世辉煌， 皆因他心中的强国之梦；

卡斯特罗平民出生， 勇于反抗，致

力革命，带领古巴人民走向民族独

立，皆因他心中的立国之梦。

所以，中国梦绝不单是整个中

华民族的共同理想，更应当落实在

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青年学子的

肩上，我们都应当有我们的贡献。

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

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

开太平。 ” 作为青年学子，我们的

中国梦是什么？我们将要作出什么

贡献？ 大千世界，我们终将在不同

的角落发光发热，终将走向不同的

康庄大道。所以对我们各自的中国

梦，很难一言以蔽之。 可是殊途同

归， 无论我们将来从事什么工作，

身处什么境况，都应当有这样的信

念：我们是新世纪的青年，出生在

整条人类历史长河中最纷繁多变，

最充满机遇的大潮之上。 北岛写

道：“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正在

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新中国成

立六十九年，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无数开拓者探索者把中华民族推

向了最接近复兴之梦的历史关口。

2049 年， 新中国百年华诞之

际，我们都将正值壮年。 所以我们

责无旁贷地， 是复兴之路上最有

力、最辉煌的旗手，是崭新时代的

砥柱中流。 前景光辉灿烂，但我们

也能看到， 这条路上仍荆棘密布，

贫富差距正不断扩大，阶级流动正

悄然固化。我们有过三聚氰胺地沟

油的食品问题，有着京津冀时常雾

霾密布的环境危机，有着于欢辱母

杀人案中体现的法治缺口，有着不

断攀升的房价物价和不断碎片化，

快餐化的娱乐风向。“路漫漫其修

远兮” ！ 我们能否如张载秉持“为

万世开太平” 的坚定信念，能否如

北岛向着层层迷雾之下的世界喊

出那句：“我不相信。 ”

仰望星空，也得脚踏实地。 时

代大潮中的我们，不仅需要一颗追

梦之心，更需要我们踏实稳健的脚

步。 我们，当在寒窗苦读中积蓄力

量， 当在社团活动中磨练能力，当

在社会实践中体味苦辣酸甜。民族

复兴的中国梦正向我们招手，追梦

之路正等待我们踏上。

我的中国梦

张宸 贵阳一中高二（17）班

童年是幸福美好的，在我的记忆中，

有三个镱头一直让我感到幸福。

镜头一：一天，天空阴沉沉的，下起

了雨， 越来越大， 风雨无情地席卷着大

地， 只见大雨一会儿向东， 一会儿飘向

西，一会儿又形成一个大大的漩涡，壮观

极了，快下课了，怎么回家？ 我心里担忧

极了， 突然， 我看见爸爸的身影由远而

近，渐渐清楚，经过雨水的洗刷，爸爸撑

着他那疲惫的身体， 拿着雨伞来接我放

学，看到这一切，感动的泪水溢满了我的

眼眶。

镜头二：有一次，在上学的路上，一个

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我的身后，是妈妈！ 原

来由于我起床晚了， 来不及喝牛奶就匆

匆背起书包上学， 妈妈提着一杯热牛奶

追上了我，握着我的手，关心地对我说：

“今天天气很冷， 喝杯热牛奶暖暖身子

吧。 ” 我心想妈妈工作很忙，还抽时间给

我送牛奶， 她真是一个负责任的好妈妈

啊！ 顿时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忘了，心中只

留下一丝暖意。

镜头三：初冬的一天，天空下着蒙蒙

细雨，如丝的小雨从空中降落，雨点是那

样小，雨帘是那样密，给群山披上蝉翼般

的白纱。 到处都一片荒芜， 让人心情低

落。 我撑着雨伞，来到公园散步，在公园

看到一丛色彩斑斓的花朵， 它是多么的

微不足道，但又多么勇敢，坚强，它为这

个冬天增加了许多色彩， 看到它那坚持

不懈的精神，我十分感动。

生活中不是缺少美好， 而是缺少发

现， 让我们珍惜生活中点点滴滴的感动，

幸福地、诗意地生活。

幸福在我身边

孙淏坤 实验二小六（6）班

小小的文字，大大的能量。文字

传承着历史，传播着文化。

《水浒传》中英雄们反封建斗

争的故事，《三国演义》中魏、蜀、

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的矛盾和斗

争，明代中国第一部浪漫主义章回

体神魔小说《西游记》 的精彩演

绎，清代《红楼梦》对封建社会人

性世态讲述等，许许多多的历史经

典都藏在这小小的文字中。

文字记录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史， 演绎了人与人之间的爱恨情

仇。精妙的文字能使人真切地体会

到每一篇文章流露出的感情，能让

人惊异海阔天空的拟人句，形象生

动的比喻句，正是那一笔一划的文

字书写出释放出奇伟磅礴的能量。

一篇文章是由小小的文字组

成，而每一个文字代表的都是作者

最真实的情感。 作者的喜、怒、哀、

乐全都被文字展现得淋漓尽致，同

一篇文章，在文字的创造下，让不

同的读者产生不同的思绪，正如莎

士比亚所说：“一千个读者眼中就

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 也许只有

文字才会有如此神奇的魅力。文字

博大精深，寥寥几字就能给予人深

思的空间，让人悟出人生的真谛。

小小的文字无处不在，它为人

类搭建了更简便的沟通交流方式，

也使人们沉浸在它博大精深与奥

妙之中。 试想一下，人类要是没有

文字将会变成什么状况？

小小的文字

程芮熙 南明实验小学六（1）班 指导教师：刘晏冰

小雨沙沙 / 他对娇嫩的竹笋说：

“我是春天。 ”

烈日炎炎 / 他对金黄的向日葵

说：“我是夏天。 ”

秋风瑟瑟 / 他抚摸着落叶：“我是

秋天。 ”

雪花飘飘 / 他轻柔地说：“我就是

冬天。 ”

指导教师点评： 一年级的小

朋友能够通过画思维导图找到事

物之间的关系， 仿写小诗 《四

季》，这不仅开拓了思维，也积累

了语言， 更激发了小朋友学习语

文的兴趣。

四季（诗歌）

何奕锦 甲秀小学一（6）班 指导教师：王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