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的书包里有一把神奇的钥匙，

它是学校图书馆的钥匙。看到它，我眼前

总浮现出上学期的事。

开学没几天， 我和同学周渝静迷上

了小说《魔道祖师》，甚至晚上睡觉时偷

偷在被子里看。我崇拜《魔道祖师》里面

的江澄，认为他是英雄，他会武功，还会

打怪。 甚至把自己的网名都改成了“阿

翼家的小江澄” 。 心中一直在想它，上课

也无法认真听讲，我的学习“蹭蹭蹭” 地

下降。

班主任徐老师很着急， 每星期都在

给我讲道理，爸爸妈妈也教育我，可是我

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犯。 一天，妈妈和

周渝静的妈妈一起，找到班主任老师，商

量如何教育我们两个。 我和周渝静一起

痛哭起来， 觉得家长和老师都不理解我

们。

我们的哭声惊动了学校的黄主任，

黄主任和我们谈了起来，最后她说：“你

们都是爱看书的孩子， 那我就把管理学

校图书馆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们

吧！ ” 从此，这把蓝湛湛的钥匙就在我的

书包里了。

我拿着这把蓝色的钥匙， 走进了图

书馆，图书馆的书，各种各样，琳琅满目，

当我在图书馆里一排一排上了些许灰尘

的书架间徜徉， 我觉得自己就像童话里

的女孩， 怀着激动不安的心情启开了闪

闪发光的仙宫大门，有时并不急着翻检，

借阅，只在留出的窄窄小径上，慢慢地走

来走去，以目光抚爱每册图书。 中文的、

英文的，都在以互不相同的，沉默的声音

向我发出低低的絮语和呼唤。渐渐地，我

的心情也变得和他们一样，沉静，愉悦，

安详。

我开始读《夏洛的网》、《我是霸王

龙》、《草房子》、《小翅膀》、《三体》

……图书馆为一个渴望拥抱未来的小女

孩儿打开了一扇神奇的窗子， 从这微风

吹拂的窗口，透经一片纯洁的真理之光。

我开始思索，开始疑问，开始相信。 真正

的英雄其实就是身边帮助过我、 关注过

我的平凡人。也许他们不会武功，也不会

打怪，但是他们用心血浇灌了我，护佑着

我。他们就是我的老师和我的父母。感谢

一直帮助我的徐老师； 感谢一直鼓励我

的黄主任； 感谢一直对我严格的 Miss

唐，感谢一直爱我的父母。

在管理图书馆的同时， 我主动向爸

爸妈妈提出：要自律，要诚实，还要一直

努力，不耽误学习。

期末我渐渐做回了自己， 成绩也提

升很快，得到了父母和班主任的赞许。

下午，我坐在家里，再次拿出那把蓝

湛湛的钥匙，它是如此的神奇，不仅开启

了图书馆的大门，更开启了我的心灵。

我伫立在阳光下 / 久久不能平息

/ 曾无数次以洁白的姿态轻舞于天空

/ 能望见你但却无法触及 / 是你把我

从江河湖海中捞起 / 去完成那遥远的

使命 / 无论是尘封凋零的落叶 / 还是

润泽盛开的夏花 / 都不能动摇我坚定

的心 /因为我是矢志不移的雨。

我是弱水三千中的一瓢 / 我是浩

瀚大洋里的一滴 / 很难像瀑布一般的

宏伟 / 但却渴慕被疲惫的旅者啜饮 /

很难如小溪一样宁静 / 但却梦想着奔

向未知的远方 / 我害怕都市的霓虹 /

它们会灼伤我的躯体 / 我甘愿被炽热

的心灵融化 / 因为我是充满希望的

雨。

我用无色的丝线织成幻境的幕帘

/ 把你的光辉映射成绮丽的曲线 / 我

用无声的飞舞拨动大地的旋律 / 也用

高亢的狂舞演奏大地的交响 / 我带着

一颗虔诚恭敬的心 / 是自然创造了我

/ 我要去滋养她所造的万物 / 我可否

会是上帝的手？

但又有谁能听到我内心的声音 /

有人说我是天空的泪水 / 可是哪里会

有如此多情的人 / 我是离弦的箭 / 转

身飞离翻腾的乱流 / 虽然我时常听见

耳边的呼啸 / 但终分不清楚 / 那是风

的喧嚣还是云雀的低吟 / 我的出现可

能会让踱步的人撑起防备的伞 / 让惆

怅的人的泪水 / 模糊了马路与天空的

边际 / 可是我没有眼泪 / 因为我是孤

独的雨。

树影在无人的小径上摇曳 / 星辰

在无边的深空中闪耀 / 月亮在枝头上

沉睡 /五月的玉兰弥漫着薄雾般的芳

香 / 我常想 / 我是否能像连接永不交

汇的天与地那样 /连接人们的心灵。

当我醒来时 / 暮色已经笼罩了海

岸 / 只剩下海燕抑扬顿挫的歌调 / 而

我在等待你的呼唤 / 去拥抱大地 / 赶

在余晖未尽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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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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是文章的血肉， 作文只有

做到有血有肉，才可能感动人，说服

人， 这就需要借助于点面结合的素

材。点面结合的用材方法，主要是就

论述文内容而言的。

何为点？ 即作者为了阐明观点

而使用的一两个具有代表性和典型

性的具体事例。 点例的使用最好和

命题材料中内容“事件”构成类比。

何为面？ 即与文章论点具有本

质关联且材料之间富含相似性、逻

辑性的一组概括性事例。 面例素材

必须是一组具有相似性的有内在联

系的依然与命题材料中的内容“事

件”构成类比的素材，其好处是可以

彰显排山倒海般的论证力度， 蓄积

振聋发聩的深厚情理。 在一般的论

述文中， 点例面例均可作为摆事实

讲道理的论据内容； 但是在特殊论

述文中，一般运用点例较为妥当。 为

此， 素材点面结合大多出现在一般

论述文中， 以使论据更直观、 更形

象，论证更充分。

例如 2018年高考全国卷 I优秀

作文《追梦路上，有我，有你———写

给 2035 年时 18 岁的青年》 选段：

“运海抟扶，必借垂天之羽；乘流击

汰，必伫飞云之揖” ，在代代国人的

追梦途中， 我们欣喜地看到了祖国

的成长。2008年，一声巨响在汶川大

地上撕开了深不见底的疤痕， 我们

勇敢面对；而此后几个月，等待在鸟

巢的是奥运圣火的熊熊燃烧， 可谓

扛得住灾难，赢得起荣誉。 “天宫一

号” 畅游太空，公路“村村通” 接近

尾声，“精准扶贫” 的春风拂遍华夏

大地，而我们“世纪宝宝” 也长大成

人……时间轴上的标度正马不停蹄

地前进。 伴着点点闪耀的灯光，“现

在”已无限接近“未来” 。

文段的内容重在表现“祖国的

成长” ，为了凸显这一内容，考生先

引入名句素材蓄势， 随后即运用了

“汶川大地震” 和“举办奥运会” 两

个点例来论证“祖国在成长中敢于

面对灾难，赢得荣誉” ，既紧扣命题

材料内容，又简明扼要；之后，考生

连续运用了“天宫一号”“村村通”

“精准扶贫” 三个点例构成的面例，

一气呵成地多维度地呈现出了祖国

在实现中国梦的征途中的不断成长

与强大。

考生将点例与面例进行有序与

有机的组合，叙议结合，点面相映，

有血有肉， 共同丰富了“祖国的成

长”这个核心内容，很有说服力。

作文素材需点面结合

作者：毛永健 北师大贵阳附中老师

江湖从未远

张羽钒 甲秀中学高一（1）班 指导教师：李松

夕阳古道，白马西风，一人一

剑一壶酒，姿意无拘，行走江湖。 这

是金庸先生笔下那浓墨重彩的武

侠世界，亦是陪我长大，教我思考，

容我纵情幻想的桃花源。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

死相许。” 我看的第一部金庸小说，

就是这本《神雕侠侣》。 小龙女与

杨过那不为世俗礼教所容，却坚若

磐石的忠贞爱情，不知多少次让我

潸然泪下。 可在感叹于此情坚贞的

同时，我亦有了别的思考。 人们总

说“正邪不两立” ，可究竟何为正，

何为邪？ 李莫愁为邪，却也只是个

为人所弃、 被逐出师门的可悲之

人；尹志平、赵志敬为正派弟子，可

也做出了乘人之危、 毁人清白、伤

天害理之事。 还有诸如东邪、老顽

童之类的能人异士， 亦是有功有

过，又该如何评判？ 于是我便明白

了，恶中亦有善，善中也存恶，绝不

能用一件事的成功失败去定义一

个人的好坏。 人性复杂，再坏的人

也有闪亮的一面。 所以遇人遇事，

应多方面考虑， 不应盲目武断，自

以为是。 要抱着谦虚的态度去其糟

粕取其精华，让自己做事更成熟正

确。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

时灭？”《射雕英雄传》是我看的第

二部小说，无论是在小说里还是电

视剧里， 我又被郭靖黄蓉连诀抗

敌，大宋将士视死如归的悲壮慷慨

所感动过， 并且深深将其烙入脑

海，无法忘怀。 当时我并不理解为

何那些高人不能择良木而栖，可现

在我却知道了。 那份坚持那份忠

勇，是千百年来烙在华夏儿女灵魂

中叫做“家园情怀” 的厚重情感。

人与祖国，是割舍不断的，这是金

庸先生用那个江湖世界，教给我的

一种无比珍贵的品质。

“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

下，莫敢不从。 ”《倚天屠龙记》是

最令我深思的一部小说。 男主张无

忌相对于郭靖的敦厚忠勇与杨过

的深情狂放显得太过软弱，太过犹

豫， 最后也伤害了所有爱他的女

子， 可也正因他这种软弱的性格，

成就了他身上那种无比宝贵的“侠

义”之风。 不是所有英雄都担得起

“侠义”二字的。 天下攘攘皆为利，

无论是谁做事， 都总会有一点私

心，或成名，或为利。 而能被称之为

“侠义” 的人，总把那些事视为“应

该做的” 。 张无忌遇事总为他人着

想，不求回报，会竭尽所能地去帮

助即使素不相识的人。

金庸小说的迷人之处在于，他

并不仅拘泥于儿女情长，而是用那

个遥远又亲切的江湖，教会我们那

些五千年来的高尚却质朴的道理。

那个教会我思考的江湖看似很远，

却其实一直在我身边，让我更加成

熟，也陪我去更好地走过人生的每

一条路。

昨天，今天，明天

刘书煜 北师大贵阳附中高二（10）班 指导教师：毛永健

似乎我们总是容易忽略当下

的生活，忽略许多美好的时光。 而

当所有的时光被辜负被浪费后，才

能从记忆里将某一段拎出，拍拍上

面沉积的灰尘，感叹它是最好的。

年复一年，我们已长大。 随之

我已忘却那许许多多的喜怒哀乐，

可脑海中， 总涌现出那残缺的记

忆。 我试着将他们编织在一起，可

是谁又知道他们早已没有了往日

的精彩。

凡是年轻的人，都做过属于自

己的梦：平常淡泊的梦、光怪陆离

的梦、温馨甜蜜的梦、惊险刺激的

梦……有关于梦的感想， 更多的

梦， 属于年轻的博大的理想与壮

志，做个科学家，还是做将军、艺术

家、企业家？ 人人梦中都有伟大的

向往，凭着梦的轨迹走自己的人生

路。

曾经看到过一句话“昨天是一

张作废的支票， 明天是一张期票，

今天是你唯一拥有的现金。” 是啊，

昨天再辉煌又有什么用呢？ 一切都

已过去了。 明天再灿烂又能怎么样

呢？总是可望而不可即。只有今天，

才是你所能把握的唯一东西。

从昨天的梦里走向今天现实

的舞台绝不是一帆风顺的， 有暗

礁、有险滩、有荆刺、有挫折，但同

时也一定会有喜悦，有欢乐。

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年轻时的

梦就是要写出一部能与《春秋》相

媲美的伟大史书来， 后来遭受宫

刑，痛不欲生，但仍未放弃自己的

志向，忍辱负重，终于写成“史家之

绝唱，无韵之《离骚》” 。

明天，是一首诗。 这诗，要用昨

日梦里的绮丽暗淡，今日舞台上的

成功与失败去写，不管昨日梦里的

遭遇如何，也不管今日舞台上是否

得到喝彩，要用心去写，用自己的

全部真诚去写。

昨天的梦，今天的舞台，明天

的诗，便构成了生活。

如果有来生， 要做一只鸟，飞

越永恒，没有迷途的苦恼。 东方有

火红的希望， 南方有温暖的巢床，

向西逐退残阳，向北呼唤芬芳。 如

果有来生，希望每次相遇都能化为

永恒。

四年级下学期，我们班来了一

位“善变” 的老师。

“我姓熊， 你们可以叫我熊老

师， 以后我就是你们的语文老师

了，请各位多关照。” 老师介绍完了

以后， 她发现班上有一群 “小蜜

蜂” 在嗡嗡地叫，脸立马就变了，从

“万里晴空” 变成了“阴云密布” 。

熊老师大吼道：“别以为给你们一

点笑脸，你们就可以上天了。”全班

瞬间安静下来。

第一节语文课，老师并没有教

课本上的内容，而是告诉我们如何

去做一个合格的人。老师问：“你们

知道做一个人除了要尊敬自己的

父母之外还要尊敬谁吗？ ” 我连忙

起来说：“是老师” 。老师说：“这位

同学回答得很好， 但是现在是上

课，课堂上请不要随意插话。”接着

又是那句“口头禅”———不要以为

给你一个笑脸你就可以上天了。 瞬

间变脸的戏法立刻上演。

在体育课上， 我们 “四大金

刚” 又开始闹事了，不仅扰乱了课

堂纪律， 还把体育老师气了个半

死。 体育课后我们班的“告嘴婆”

将这件事告诉了熊老师了。 我当下

就想，熊老师听到这个“噩耗” 怕

是立马拉下了脸。 我们来到熊老师

的办公室，奇迹却出现了，她一改

往常凶狠的神情，反而亲切地对我

们说：“孩子们， 早上不是说过吗，

要尊敬老师。‘古之圣王，未有不尊

师也。’连皇上对老师都非常尊重，

你们是不是更该尊敬老师呢？ ”

我们听到这里都惭愧地低下

了头，并跟体育老师道歉。 虽然熊

老师非常的凶， 又非常的爱变脸，

但是她是一个非常负责的老师，她

做的一切都是为我们好，是一个称

职的好老师。

变脸

宋昕原 北京实验二小贵阳分校四（4）班 指导老师：刘晏冰

雨

（诗歌）

左子晋 北师大附中高一（13）班

指导老师：梁杰

无声

（诗歌）

刘怡麟 贵阳十七中初三(10)班

我站在时间的尽头 /却并非它的

顶峰 /我哭喊， 嘶吼 / 却不觉得难受

/ 我知道自己死了 / 死在人世的悲欢

里 /我写下荒诞的诗篇 / 让它们永留

于沧海桑田 /我弯下腰 / 静静地感受

生命的奔流 /我捧起水 / 默默地诉说

自己的忧愁 /诗人的世界是不需要优

雅的 / 正如作家的世界不需要平庸 /

慵懒却不庸俗 /清闲却不清高 / 大抵

是我最向往的人生态度 /在我这可怜

的家伙眼里 /它代表着自由 / 我感觉

到寒冷 /不过因为自己并非冷血动物

/ 我睁着双眼 / 不过因为怕让生活形

同枯木。

我剥走一些齿轮 /让自己变得病

态 /我又添加一些齿轮 / 让人生看着

精彩 /我瞒着不洁的鼠 / 我躲着不忠

的蛊 /却暗地里织着不明的布 / 我闭

上嘴 / 祈求短暂的平静 / 我合上眼 /

摸索心间的安宁 / 直起腰 / 我是否看

着自傲 / 再祷告 / 我是否画地为牢 /

该反省的人 /为何只我一个 / 没反省

的人 /又为何佯装快乐 / 罢了， 罢了

/ 纵然梦里再怎么吵闹 / 再怎么乱来

/ 梦醒时分 / 一切的到来 / 都将是无

声的。

神奇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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