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贵高原的雨天， 就像尚未懂

事的小女孩一样，一旦哭起来，就没

个休止。 这光景，我不禁回忆起故乡

的雨，那落在长江中下游平原上的，

和蔼可亲的雨。

贵阳的雨， 总是让人摸不清楚

头脑。 一片天，总是云雾覆盖着，即

便没有下雨， 也总是让人感到下雨

时的不快：一天到晚湿漉漉的。 你永

远不知道什么时候雨会落下， 因为

所有预测天气的谚语， 在这里会统

统失灵。 这种感觉就好像和一个顽

童捉迷藏一般。 而故乡的雨，却犹如

一位绅士，他彬彬有理，懂得谦让。

瓦蓝的天空上，突然飘来几片黑云，

这是他在通知着他的来到。 黑云缓

缓聚集， 留下充足的时间让每家每

户做好准备。 等到一切准备好了，他

便降临大地，霎时间，数以万计的雨

点飞下，他们落在大树上，落在稻田

里。 来势汹汹却极其温柔， 他们落

下，去亲吻那些干渴的生灵，滋润大

地。 他们向来守时， 在滋润大地之

后，便立马化作蒸汽，请出太阳，让

他温暖大地， 同时照亮着蔚蓝清澈

的天空。 从来不会多占用一秒天空。

雨天留给我的美好回忆， 都保

存在故乡。 在雨天，我喜欢坐在外公

家门口看雨， 看那些活泼的精灵们

进行他们的工作。 偶尔几滴调皮的

雨滴跑到我的衣服里， 便给我一阵

刺骨的凉意。 雨后，天空初晴，一切

的一切，在雨的冲刷后，变得清澈明

朗。 幼时的我，喜欢在这时邀上几个

小伙伴骑单车，在骑行的途中，欣赏

焕然的小镇； 在清新的空气里自由

地“野” 。 不久太阳落山，我们便在

火红的余晖里归家， 相互交谈着晚

饭后的计划。

我怀恋故乡的雨， 更加怀恋远

隔几千里的故乡。 降落在故乡的和

蔼可亲的雨， 和那些雨天的美好的

回忆， 都将化作宝石， 使我记住乡

愁，并记住自己。 正是故乡的雨，成

为了我和故乡间难以切断的丝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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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孩子习作

高考作文的读者为评卷者，其

大多为高中一线骨干教师， 少部分

为大学文学院教师，为此，如果从谋

取高分的功利角度看， 迎合上述两

类阅卷者是考生的不二选择。 而所

有阅卷者都喜欢的作文素材是什么

样的呢？无非就是“考试大纲”中规

定的材料丰富、 论据充实、 形象丰

满、意境深远、材料新鲜等。因此，就

素材取舍而言，考生还是以“淡妆

浓抹总相宜” 为标准，在详略上做

足文章，凸显机巧，会更容易获得阅

卷者的认可。 例如 2018年高考上海

卷优秀作文 《过幸福与快乐的人

生》选段：什么时候我们会感受到

“被需要” 呢？ 在老人跌倒的时候，

在公交车上看到孕妇焦急地寻找着

座位的时候， 在同学苦思冥想解不

出一道数学题的时候……当他们向

你投来热切的目光时，没错，你感觉

到了自己“被需要” 。

选段是文章的首段， 考生在开

篇并没有玩什么离奇的噱头， 喊假

大空的口号， 而是由问句巧妙地引

出中心论点， 并用设问的手法，将

“老人跌倒”“孕妇找座”“同学无

解” 三个生活中普通的却与每个人

息息相关的事例素材例举出来，并

自然地回扣“被需要”的论点。这种

接地气的素材运用，不花哨不做作，

极易引起阅卷者的兴趣， 进而获得

认同感。

根据读者进行素材取舍

作者：毛永健 北师大贵阳附中教师

节日， 是人文在普通人生活中

留下的灿烂的遗产， 无论是否有假

期为这份特别感提供生长成隆重盛

大的温床，节日对于人们来说，是生

活情趣和仪式感的集中体现。

现在的节日琳琅满目， 鱼龙混

杂，但无论如何，春节都毫无疑问是

最重要、最传统的节日。 春节，是中

国人从不缺席，也不早退的归期。

尝读过一篇报道， 真实性不可

追溯了， 但其中提到关于中国人对

于春节归家的不解。 或许年味儿真

的如茶叶一遍一遍的浸泡后索然寡

味起来， 习俗由于客观的原因不得

不打退堂鼓，但归家的日子，只此独

一份的，不会改变。

其实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归家，

是心中的归家。 当今时代，选择出去

旅游度过春节的不少， 似乎是种与

回家还乡不同的选择， 仔细观察却

不难发现，携家带口的旅游，聚在一

起归的是心里那份团圆。

古代的文人墨客大多追求功名

的认可接纳， 终其一生来求索者浩

如烟海。 而皇权的小心提防使他们

大多成为了自己或他人笔下的背井

离乡的游子。 归家，便成为永不过时

的主题。 归根的愿景，是藏在中国人

血脉里的。 于是归期，便被赋予了格

外的希翼与荣膺。

春节的归期也是有讲究的，三

十夜是个不得不提的分水岭。 在这

个除旧岁迎新年的节骨眼上， 一家

人在饭桌上举杯度过是不二的选

择。 于是那顿饭就格外重要起来，是

迎接风尘仆仆在外奔波的游子，洗

净一身尘土； 是酬劳挥别一年的辛

劳， 将属于五味中难捱的部分像剔

除苦胆一样抛下； 是无论怎样现实

主义的人都在那一刻变身为浪漫主

义者，对未来寄寓朴实的简单念想。

年夜饭， 是每个烹饪者都打起

精神使尽浑身解数的战役， 负着一

家人的欢乐。 尽管如此，也是幸福的

劳作。 中国人为这个归期做好十全

十美的算法， 怎么留下的回忆都是

红彤彤的颜色。

中国人骨子里的含蓄向来不是

允许他们表达热烈的思念和欢欣在

表面的， 但这不妨碍归家的人和在

家等归的人之间明白彼此的意义。

这时候， 是人们最想让喜悦溢于言

表的。 这时候，即使你只是望向窗外

的万家灯火也能感受到那份喜悦。

这是中国人的归期。

即使没有满天烟花和爆裂的鞭

炮来做宣告式，归期，从未改变。

归期

李朕烜 北师大贵阳附中高三（12）班 指导教师：毛永健

眼看临近开学， 看着老师们布

置下来的任务还剩下大半， 于是我

开始了天昏地暗的狂补作业的日

子。 终于，在接连几日的慌乱之后，

我总算可以松了一口气， 偷得浮生

半日闲。

午后酣睡醒来， 卧室的窗户有

丝丝凉风吹过，卷携着窗帘，温暖的

阳光，穿过厚重的窗帘，跳动在擦得

雪亮的窗台上， 让我不由自主地想

到之前背诵的课文里的 “浮光跃

金”一词，想来说的就是这样一番奇

异的景象吧。 果然，大自然是一位伟

大的艺术家， 这不经意的瞬间也令

人啧啧称奇。

草草地将自己简单收拾了一

番，便霍然拉开窗帘，整个屋子都亮

堂起来， 那被风微微卷起的一角被

彻底拉开，阳光在一瞬间倾泻下来，

布满窗台， 床上也洒满了星星点点

的金色，看起来很是温暖。 拿起放在

床头柜上的手机，打开音乐，最爱的

旋律响起， 更是让整个人都愉悦起

来了。

坐在沙发上， 手里拿着一把小

巧精致的扇子， 有一下没一下地扇

着，感受着微微的凉意，捧着书，尽

情在书海畅游，好不惬意。 那原本应

该单调的白纸黑字， 在此刻却仿佛

活了起来，让人不觉沉浸其中。

温习之后，放下手中的书籍，去

抱起了放在冰箱里冰镇过的半个西

瓜，因为懒得用刀，便直接拿了个小

勺子，挖着红红的西瓜瓢，直接送入

口中。 被冰镇过的西瓜透着丝丝凉

意，是这炎炎夏日消暑的必备佳品。

冰凉的西瓜放入口中， 消除了不少

夏日的炎热，上下牙齿轻轻一碰，香

甜的汁水便溢满了口腔， 那香甜的

滋味， 在夏日之中是令人极其难忘

的了。 再找来一根吸管，插进那西瓜

之中，轻轻吮吸，满嘴的汁水顿时让

我感到神清气爽。

此时，阳台的阳光正盛，挂在阳

台栏杆上的被子已经被一片金黄笼

罩，显得格外温暖柔和，让我不禁移

动脚步走了过去， 将下巴靠上了被

晒了许久的被子， 双手也轻轻搭在

上面，接受着阳光的洗礼，那温暖仿

佛能传遍全身， 那柔软的触感让我

恨不得在上面翻个身， 打个滚。 于

是，我便靠在栏杆的被子上，舒服地

眯起了眼，向远方眺望。 晚上，睡在

被太阳晒过的被子里， 感受阳光的

味道，更有一番特别的滋味。

偶尔间的偷得浮生半日闲让我

感觉到了什么叫做现世安稳， 岁月

静好。 午后的小憩时光让整个人都

能轻松下来，感受世间的美好。 希望

我在即将到来的初三生活中， 能更

多的有像这样的偷得浮生半日闲的

惬意时光， 偶尔从繁忙的学业中放

松一下自己，眺望一下美丽的远方。

指导老师点评： 学习对学生来

说，是很重要的。 但学会劳逸结合，

放松自己，减轻压力，更显得至关重

要。 假期时间，不仅要让孩子学会学

习，更要让孩子走进大自然，感受大

自然的生机活力，享受生活。

午后小憩

熊佳佳 黔西县水西中学八（5）班 指导老师：刘万顺

故乡的雨

吴毅恒 北师大贵阳附中高三（12）班 指导教师：毛永健

过年时，妈妈买来了几条大鱼。不

想，没过几天，鱼就只剩下两条了，我

非常生气，决心抓住小偷。

一天晚上， 我悄悄地躲在冰箱后

面，等待着“小偷” 的到来。 我等了很

久，都没有任何动静，我正准备离开，

突然一个黑影闪过。在漆黑的厨房里，

我隐隐约约的借着月光， 看见了它的

身影：这是一只成年的黑猫，有两只绿

色的大眼睛在黑暗中发着亮光， 一双

耳朵正警觉地竖在它那圆圆的脑袋

上。

不一会儿， 黑猫那灵敏的耳朵就

感知到了我的存在。于是，它便跳出了

窗外逃走了。 一定是它偷了我的鱼。

我悄悄爬过去， 一下子用事先准

备好的盆扣住它。该死的小偷，我抓住

你了！ 正当我得意时， 它一下子跳起

来，跑了。

第二天， 我顺着它逃的方向找到

了它的老巢，但我拔开草丛时，我惊呆

了：一群小猫在吃着一点儿鱼骨。我被

黑母猫发现了，它恶狠狠地瞪着我，好

像在说：“走开，有我在，你休想碰我

的孩子。 ” 我赶紧逃走了，我知道，这

是一位母亲发出的警告， 否则有苦头

给我吃，我也理解了这个“小偷” ，它

只是为它的孩子找口粮。

以后的日子里， 我每天切下三片

火腿，给它和小猫吃。 从此，我再也没

有看见它偷东西了， 它和孩子永远不

会挨饿了，我对此感到十分开心。

母爱真伟大， 我不再憎恨这个猫

“小偷” ，它和在这世间的每一位母亲

一样，都深爱着自己的孩子。

抓“小偷”

李慈慧 乌当新九学校五（1）班

指导老师：刘晏冰

下棋

吴和谦 息烽县二中八（9）班

指导老师：陈韵

我喜欢下围棋， 但技术不好，其

中一次大逆转，让我记忆犹新。

那天中午， 我早早来到师傅家，

“何大帅” 抬头挺胸朝我走来，他就

是我的对手。 我挥了挥手，示意他坐

下比一场，他答应了。“哼，被我赢的

不够吗？ 居然敢接受挑战。 ”我开始

说大话吓唬他。

牛吹出去了，就要圆了，可他当

天恰似“柯洁附体” ，下了几步好棋，

连旁边的指导老师都连连叫好，刚刚

还是劣势的他，一下子就“乾坤大挪

移” 。 不行，再由他放纵，我肯定会输

得体无完肤。 也不知怎么的，他一下

子冲进我的领地，似乎想完胜。 我表

面上平静， 手指轻轻地落下棋子，实

则内心波涛汹涌。 机会来了，我走了

一步“神奇” 的棋，“何大帅” 懵懵地

望着我，师傅在一旁微微一笑。 果然

是师傅，我的阴招被看穿了，现在我

摸鱼的成败在此一举。 回过神来，他

依然执迷不悟地走了其他地方。我放

下棋子，挥着右手，比着再见的手势，

然后“咔嚓” 一声了结他。 他这才恍

然大悟，可为时已晚，只能当一只任

人宰割的羔羊，真是一着不慎满盘皆

输。

一天早上，因为感冒，我吃力地走

到了教室门口，可是教室空无一人，忽

然， 我在自己的课桌上发现了一颗奶

糖，想到吃下有力气，我慢慢将它放进

嘴里，当舌尖触碰到它的一瞬间，仿佛

有一股电流从舌尖借助血液迅速流传

到我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上。瞬间，我

就化成了奶糖的一个小分子， 开始了

一段奇怪的旅程。

“啊……” 我听见了同学们若隐

若现的叫声，我定睛一看，他们也变成

了奶糖小分子，乘着“船” 激进在血管

里， 湍急的血液载着他们顺势到了一

个叫做“喉咙”的地方。 这时，一只像

毛毛虫一样的东西正向他们走来，张

开了血盆大口好似准备吃掉大家。 一

位同学惊叫道：“天呐， 这是怎么回

事，我可不要死在这奇怪的地方啊！ ”

正当大家手足无措时，霎时，又一个白

色球状物体渐渐走近， 奇怪的是它显

得十分安静， 只见它慢慢打开身上的

毛孔， 对着大喇叭说：“我是白细胞，

对不起，各位将被我吞噬！”“啊，不要

啊！”同学们吓得大叫起来！原来白细

胞把大家视为入侵身体的病菌了，但

是，它并没有向我们喷射抗体。 奇怪，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更令人诧异的是，

白细胞竟然送我们到了一个叫作“神

卢门”（注：神卢是鼻子的别称）的地

方，并告诉大家：“如果你们想出去的

话，就使劲地摇这些毛吧！ ”一位同学

半信半疑地说：“咱们还是不要听它

的话，咱们顺着水流往下漂，也许会找

到更好的解决方法呢!”

谁知一会儿后， 同学们像坐过山

车似的又被冲到了胃里，“哇，你……

你是谁？ ”“我就是胃府大将军 ----

胃液哥！不管那么多了，让我用强大的

胃酸来消化你们吧！ 哈哈！ ”“不要

啊！ ”就在这时，胃液哥的肩部受到了

重重的一击，“我是胃府将军夫人

----胃黏膜夫人！ 嘿，你这家伙，可别

什么都吃啊！要不是我在，恐怕你要把

咱这胃府给消化了吧！ ”“哦，夫人息

怒，为夫知错了。 ”“‘妻管严’ 呀” ！

同学们大笑道。 忽然，“水” 一下子冲

了进来，幸亏我们有小船，不然就会卷

入这急流中。 于是，同学们跟着水流，

飘到了臀部，水流越来越急，我们的船

忽高忽低，眼花缭乱，我快要辨别不出

方向了。 只听“嘭” 的一声，我们被喷

了出去，接触到新鲜空气的我们，只感

觉身体好像被支起了木架，越来越大，

越来越高，终于，我们回到了属于人类

的世界……

这可真是一个奇妙的旅程！

奶糖奇遇记

赵钰涵 乐湾国际小学四（2）班

指导老师：梁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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