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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孩子习作

�“你们看看书，让我再看看你们。 ” 今年的高考作文让很多人很是感慨。 目前正是毕业季，小学六年级、初

三、高三的学子将离开母校，走进新的学校，与老师、同学分别，心中是不是有很多话要说。本报习作天地栏目即

日起征集关于毕业的作品，体裁不限、字数不限，还可以是绘画、照片，我们将择优刊登在晚报上，并邀请专家对

作品进行点评，优秀作者将获得神秘奖品。 投稿邮箱：2379373493@qq.com

� � � �请作者留下学校、班级、联系电话，如果有指导老师，请附上指导老师对作品的点评。

★指导老师谈写作

写写你的毕业季故事

一篇文章，无论是哪种文体，如

果有了一个好标题， 自然能够夺人

先声，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然而，学生在平时的作文中，因

读得少、写得少，很难给文章拟一个

好标题，这样的作文，肯定是不能称

作一篇合格乃至优秀的作文。

好的、 一语中的或者是说提纲

挈领的文章标题， 永远吸引人和感

动人，就如一个人取了一个很大气、

响亮的名字， 或者如某一个人换上

了一身非常得体的行头， 更或者如

一匹千里马给配上了一副绝好的鞍

子。 总之一句话，就是当别人在读了

你文章的标题以后， 就已经知道你

想要在文章里说些什么了， 就已经

知道你对某个人、 某件事的具体态

度了。 写作文其实就是为了记述或

者对表达某一件事情的看法、态度。

你如果在文章的标题里就已经把你

想要表达的意图给阐释、 阐述出来

了，使人眼前一亮或者耳目一新，这

样的文章谁不喜欢呢？

当然， 要想获得或者提炼得一

个好的文章标题，也是很不容易的。

比如， 我国当代著名作家魏巍在谈

到为什么会写作 《谁是最可爱的

人》 一文以及为什么会这样给文章

的标题命名时回忆说：“《谁是最可

爱的人》这个主题，是我很久以来就

在脑子里翻腾着的一个主题。 我在

部队里时间比较长， 对战士有这样

一种感情， 觉得我们的战士是最可

爱的人。 每当我和他们坐在一起，不

知道为什么， 我就觉得满心眼儿地

高兴。 ”“这个题目不是硬想出来

的， 而是在朝鲜战场上激动地从心

里跳出来的， 从情感的浪潮里蹦出

来的。 ”

同理， 作为一个经常抒写一些

包括散文、 随笔和杂文等在内的学

人， 我也愿意在这里分享我的一些

创作经验， 特别是对文章标题的把

握。 我以为，只有当文章的标题给确

定了以后， 写起文章来才会行云流

水，才会有“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

之”的感觉。 为了达至此目的，我总

是在博览群书尤其是阅读了当天的

时政类报纸以后， 独自一个人快走

或者是慢慢散步， 以让自己的大脑

彻底清静下来并乖乖地听我的话。

也就是在这种万籁俱静、 思想灵魂

和身体密切地融为一体的过程之

中， 不少我以为很切题很抢眼很提

神的文章标题给“蹦” 给“跳” 了出

来，就如灵魂真的给开窍了一般，就

如脑洞真的给大开了一般。 她们是：

《手心里的冰和凉》《“记” 好生活

即为“文” 》《校园安全当如“弦” 》

《熟悉的地方有风景》《“郑重其

事” 是好事》《生命在轻，也不容堕

落!》等等。

好的文章标题永远都是可遇而

不可求的，是一个艰难的寻觅过程。

想要赋予文章一个好标题， 除了多

读、多想，还要多写。 读多了，知识、

阅历等储备够了， 想清楚、 想明白

了， 对某人某事自然会就看得真真

切切， 欲要行文时标题自然就会不

请自来或者是手到擒来。 反之，如果

不多读、不深想和不勤写，好标题她

也是不会眷顾你的。

取个好标题 才算好文章

作者：景应忠 散文作家，现供职于贵州省教育厅

雨中游小七孔

龙天祎 北师大贵阳附中高一（13）班 指导老师：梁杰

雨后破晓。 仙霓幽明，香草葳

蕤，金露岫色。 朱硕日以涉水，素长

月而轩歌。 假芳颖慕贞松，屣沉柯

仰云鹤。霜峰凝碧，啼鸟在侧。不知

处尘世之中，抑或蓬莱之境，忘绿

之远近，淆事之得失。 噫，无愧乎

“绿宝石”之名哉！

步至水上森林，忽遇雨，如秋

风疾扫，似天水相接。 偶有二三旅

者，购靴、伞、罩衣，或着厚袄，披肩

而上，神色皆匆匆。 余与母共持，素

衣白裳，恐污浊溅染，畏风雨侵沾，

遂难顾碧波浩淼、溪流潺潺。 翠瓦

青砖，雨声绵延，所谓美景良辰，只

过眼云烟。 何处觅蝉鸣鹤唳？ 生气

无处归，勃勃之景业已暂歇，霖林

寂，望千山万壑皆无言，闻一跬一

步单有声。 恍天地悄怆独吾二人同

往，似韶光虚度惟余一念将歇。 晴

雨气象，余稍阑珊。

时游人各散，家母亦自涉水而

去，四下寂寥，留余与一伞而已。 雨

势淅沥，碧波不碧，川泽藏疾，草木

纳污，顺匿恶含垢之容飞转急流而

下。 未几雨骤，冷风乍起，凄神寒

骨，如青山现雪，新叶盖霜。 万物皆

狼狈，苍松曲颈，劲竹折腰。 更著人

烟十里不见，呼声百里难闻，方圆

以内，只影余身。 山薮河泽，豁然开

阔， 便闻张翁喃喃：“雾凇沆砀，天

与云与水，上下一白。 ” 余处此地，

孤有素衣白裳，何不形似张翁？ 赏

景之意，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此

间诸般，奄奄一息，似残花飘零，如

败絮卷积。

及下游，松林草木，花红柳绿，

全无影迹。 急湍甚箭，猛浪若奔，泥

石激水，声震雷鸣。 逶迤细浪，云腾

以回湍折波，交融天泉；老藤瘦竹，

屹立以盘根虬劲，汇集地气。 余了

悟：此物犹信也，谓之“忠无不报，

信不见疑。 ” 天、水、藤、竹，浑然一

体，互信互利，生生不息，流云顶之

清气，假厚土之琼浆，然后天生地

养，成风姿好景。 余终乐，半日浮生

避雨，半日闲情观景。

纤云蔽日，天清气朗。 忽觉，余

处此地， 非年少纨绔而家道中落，

亦非数试落第而失魂落魄，更非国

破家亡而背井离乡，何苦怨艾反受

风雨之害？ 赏景如鉴心，苏东坡之

贬，何处不称意？ 日啖荔枝三百颗。

柳宗元之难，何时可畅怀？ 孤舟独

钓寒江雪。 是故心随景变，当更云

淡风轻。 高霞孤映，明月独举，青松

落荫，白云谁侣？ 归去，也无风雨也

无晴。

来世

杨静雯

北师大贵阳附中高二（10）班

指导教师：毛永健

睁眼， 他所视之处皆是一片白色，

鼻尖弥漫着的是浓重的消毒水味，耳边

不停息的是心电仪滴滴的声音。窗外的

光线过于明亮，刺得他眼睛生痛。 他动

了动手指，妄图想要坐起来。猛地，眼前

一黑，心电仪开始急速跳动，他经受不

住心脏的骤疼，跌在了床上，缓缓地闭

上了眼。

再次醒来时，窗外阳光明媚，六月

的蝉鸣伴随着湿润的夏风吹进他的心

里。 他看了看自己的手，不再是那双苍

老的手，而是一双稚嫩白皙的小手。 他

有些不敢相信地跳下床，快速跑到自己

的镜前———里面是一张幼稚的脸，那是

小学时候的他。 他压抑住内心的狂喜，

暗暗感叹上天的眷顾，竟然让他再活一

次。

“咔哒。”开门声响起，进来的是一

个温婉的女子， 一双秋水剪眸温柔似

水。他一下子湿了眼。 自从母亲在他结

婚时去世后， 他一直都很想很想母亲，

想要把以前吵闹不孝顺的自己好好教

训一番， 想要再把母亲深深地爱一遍。

如今活生生的一个人站在他的面前，他

忍不住冲上去抱住了他的母亲，低低地

哭了起来。

转眼已经过了很多年，到了他人生

中最甜蜜的时期。在他大二那年他遇见

了他美丽的妻子。 和很多年前一样，在

那个炽热的夏夜， 他走进了图书馆，选

了唯一一个剩余的靠窗的位置坐下。在

接下的三分四十八秒内，有一个长发女

孩会和他拼桌。

“嗨，你好，请问这里有人吗？ ” 第

二分三十六秒，一个长发女孩向他笑了

笑，指了指他对面的座位。他也笑了，摇

了摇头，示意女孩坐下。他很确信，在他

们两个对视的那一瞬间，过往前世的光

与影，声与色，那些破风而来的利刃，打

动了他沉寂已久的心。 一切都是既定

的，是上天让他遇见了这个女孩。

后来的一切都和前世没什么太大

的区别。他依然在结婚时失去了自己的

母亲，依然和女孩结了婚，依然有了一

个可爱的孩子。 虽然重头再来，但命运

却是无法改变的。他在无奈和苦恨中慢

慢变得释怀。

在哄孩子睡觉的一个晚上，他给孩

子讲了小美人鱼的故事。 “爸爸，如果

小美人鱼再来一次，她还会喜欢那个王

子吗？ ” 他那年幼的孩子嘟着嘴，似乎

很讨厌这悲伤的结局。“会。”他轻声回

答。 既然是逃不掉的，改变不了的便不

去改变，任其发生。

终于又到了离开的那一刻。朦胧之

中睁眼， 周围是医生们忙碌的身影，还

是那个令人厌烦的抢救室。他在别人没

注意的时候拔掉了一个针头，他不想再

忍受这样的痛苦。一切都像是一场陆离

斑驳的春秋大梦，在回忆里醒不来的人

是他。终于，心电仪在滴的一声后，他闭

上了眼，再也不回来。

聚光灯下明媚的容颜 /

百褶裙踩着节拍旋转 /

大幕已经拉开 /

彻夜的狂欢没有结尾 /

笑颜无人作陪 /

高跟鞋踩烂了心中的网 /

在影子里迷醉。

高诗佳 实验三中高二（4）班

狂欢

（诗歌）

毕业了！ 今天是我们六年小学

生涯最后一次排队放学。

此时此刻，老师的眼里潜满了

泪水。 老师，再见，我本想给您一个

大大的拥抱， 可我却不敢看您，不

敢去做，不敢去说，因为我害怕我

会哭泣，害怕流泪的我被同学们笑

话。

在排队这短短的几分钟里，六

年学习生活的一幕幕景象在我的

脑海里闪过……在以往排队放学

时，您总是那么严肃，不苟言笑；以

往放学，当班长喊“解散” 之后，您

总是匆忙离去，因为办公室里总有

“闯祸” 的孩子和没有完成的工作

正等着您去处理。 而这次放学，您

的眼里充满了不舍、 充满了慈爱、

充满了幸福、还充满了自豪。 您站

在校门口，泪流满面，不停地向我

们挥手，迟迟不肯离去，目送着您

的“孩子” 一个个走远！

眼前这一幕，让我想起了六年

来，您的无私付出、您的循循善诱、

您的和蔼可亲……您让我们不光

学到了知识，还学会了做人。 六年

里，您不止一次表扬过我，一句普

通的表扬，都让我感到无限的温暖

和力量。 您也批评过我，当您批评

我时，我想：老师，这么小点的事

情，您都要批评我！ 当时心里并不

服气。 然而，就在这一刻，我突然明

白了，您严格要求我们，是让我们

养成好的习惯， 形成好的品德，您

现在批评我们是为了以后的老师

少批评我们，走出社会后，不让社

会批评我们，这是您对我们多么深

厚的爱啊！

在这最后一次排队放学中，我

的小学之旅就结束了。 我将带着您

对我的教诲、 带着您给我的能量、

带着您对我的期望，去迎接全新的

学习生活！

再见，老师

徐梓萌 实验二小六（5）班

智斗蟑螂

熊佳佳 黔西县水西中学八（5）班 指导老师：刘万顺

晚自习下课后，我们班照例被

数学老师留了 15 分钟， 我们寝室

里室友 A 是隔壁四班的，自然比我

们回寝室要早一些。 可是这天晚

上，我们回到寝室，却没有看见室

友 A，眼看要熄灯，A 这才从外面惊

慌失措地回来，室友 A 看见我们正

要睡觉，突然惊叫起来：“我们寝室

里有一只大蟑螂， 你们都不在，所

以我才去隔壁寝室躲呢。 ”

一听有蟑螂，一个住在下铺的

室友顿时尖叫起来，一下从床上跳

了起来。 挤到另一个室友的床上

去，并把蚊帐拉得严严实实。 于是，

为了能安稳地睡个好觉，我和室友

B自告奋勇，捕捉蟑螂。我们四处张

望，寻找蟑螂的踪迹。 突然，寝室里

灯光一灭， 引来几个室友的尖叫。

我们找来一把手电和一盏许久没

有充电的台灯，用来寻找蟑螂的踪

迹。 可是许久都没有结果，于是，我

们便各自上床，准备睡觉。

正当我要睡着时，一声惊恐万

分的尖叫打破了夜的宁静。 我们再

次从床上坐了起来。 “蟑螂在这

儿！”室友的声音都有些颤抖。在下

铺的室友 B 速度极快，立马打起手

电，拿着纸冲了过去，企图将它摁

死。

谁料这家伙竟跑得快极了，待

室友 B 过去时，就已经没影了。 我

们的寝室再次亮起了微弱的灯光，

原本已经睡下的， 都再次翻身坐

起，戴起眼镜，专注地环顾四周，寻

找着蟑螂的踪迹。

为了不打草惊蛇，我们再次熄

灭了灯光，引它上钩。 果然，不一会

儿，这家伙按捺不住，再次从某个

不起眼的角落爬了出来。 我和室友

B眼疾手快，左右包抄，一个拿着木

棍，一个拿着扫帚，只听得一阵乒

乓作响，这只大蟑螂终于被我们消

灭。

一天上午，我在家做蛋糕，做着

做着，不小心把醋打翻了，弄得地面

到处是醋，我去拿苏打粉时不小心摔

了一跤，弄撒了。于是，我把扫把拿了

过来，准备把它们打扫干净，就在这

时， 一些苏打粉和醋融合到了一起，

开始咕嘟咕嘟地往上冒泡泡，像火山

爆发一样。 我觉得十分有趣，便拿来

玻璃杯子、苏打粉和醋，开始做实验。

首先， 我把醋倒进玻璃杯里，接

着把苏打粉倒进去，然后嘛，嘻嘻，它

们就开始咕嘟咕嘟地往上冒泡泡了，

我十分好奇， 便把花生也放了进去，

没想到，那些花生一个一个地喷了出

来，唉，现在可真是一副火山爆发的

场面啊！

我很好奇这是为什么，便上网查

了一查。 谁知道，这喷出来的东西竟

是二氧化碳，那花生也是被二氧化碳

推上来的咯。

科学可真有趣，以后我一定要多

了解科学。

小实验

赵钰涵

乐湾国际实验小学三（2）班

拿快递

李铭航

息烽县永靖小学五（3）班

前天，我在淘宝上闲逛，看中了

一个玩具， 于是我决定和马云谈谈

这笔生意，最终以 29 元的“巨款”

买了下来。今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

话，说我的快递只要 5分钟就到了。

5 分钟后，我立即来到楼下，四

处搜索着，咦，电瓶车呢？三轮车呢？

除了一辆宝马车外就没有别的车

了。可能是他提前让我来等他吧！那

就等等吧！边想边拿出手机玩起来，

5 分钟 ~10 分钟……哎， 这快递真

慢，都超时那么久了，真不知道他那

四星半的好评是怎么来的， 完全应

该是差评！这时，手机响了，我一看，

送快递的，迅速接了。 这时，一旁的

宝马车里传出和电话里一样的声

音。 咦，这啥情况？ 我跑到宝马车前

一看，啊！ 嘴巴都能装下 10 个鸡蛋

了，车主居然是送快递的！真是大千

世界，无奇不有，你都开宝马了还送

什么快递？

兄弟我送你一句：有钱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