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指导老师谈写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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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记得

是原创作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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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择优刊登。

特别提醒小朋友们， 记得

写清楚学校和班级。

我手写我心

欢迎你投稿

扫描二维码

关注黔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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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峥嵘路漫漫，求索无尽赴

云霄。 ———题记

出世：1949年 10月 1日，我诞

生在华夏大地之上，迎风飘扬的五

星红旗，数万人的呐喊欢呼、几亿

人的憧憬与希翼，就是我到来的明

证。 明白肩上所背负的重担，怀揣

着满心好奇与欢喜的我，终于向前

迈出了第一步。

志于学： 这是艰苦卓绝的时

代。 “路漫漫其修远兮” ， 顶着磨

难，一路走来，筚路蓝缕，我拼命追

赶世界家族的前辈。“五年计划” 、

“三大改造” 、“土地改革” ， 每每

小有进步，稍有不慎，又重新深陷

迷惘。 学海无涯苦作舟，只有紧跟

发展的大浪，才得以到达彼方。 虽

然遍体鳞伤，但我明白，我必须找

到一条属于自己的特色之路，我刻

苦钻研先人学问， 无论怎样跌倒、

被嘲笑、不被认可，自强自立的脚

步从未停歇。

而立： 这是日新月异的时代。

三十年河东，莫欺少年郎，我终于

小有成就，立足一方，方兴未艾。不

过古话有曰：“穷则变， 变则通，通

则久。” 改革开放提上日程，比起以

往的默不作声， 我更希望广泛交

友，敞开心灵，取长补短。 我还要继

续成长，让世界听见东方雄狮的吼

声， 把握机会，“敢教日月换新

天” 。

不惑： 这是勉励前行的时代。

时间磨砺，心无旁骛。 我心中有了

坚定的目标，那就是走好属于自己

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风驰电骋的

岁月。 幸得一位老人为我指点迷

津，城市发展令我喜出望外———从

鳞次栉比的矮房到高耸入云的大

厦， 像是废墟里竞相开出的鲜花。

路通八方，船舶远洋，桥通山海，天

空畅翔。“时间就是金钱。 ” 我想，

我定不负远行与担当。

知天命： 这是沉心实干的时

代。 驻足在二十一世纪的舞台前，

回首从前，我已从一稚嫩小童长为

沉稳壮年。 只是，常年的“加速”让

我面露疲态，看看眼前：昔日的绿

水青山被水泥钢筋替代，各类污染

层出不穷，这是天意所显。 我的人

民也提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 ，所以我必须调整，抛掉那追名

逐利的急躁之心，推动可持续性发

展。不错，“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这才是真正的成功。

耳顺： 这是奋发赶超的时代。

我正式步入“先锋” 的行列，科技、

信息建设突飞猛进，为正义、和平、

共同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加入

WTO、自主研发推动科技、举办奥

运会、神五升天、与诸多国家友好

建交， 天空中腾飞中国的气派......

梁启超先生曾说：“中国之中国、亚

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 世界舞台

的中央，离我越来越近。

今朝： 这是属于我们的时代。

立高山之上，清风不止;临清流之

边，活水不息。“一带一路”建设朝

向繁荣，我也顺着明朗大路无畏前

行。“中国不怕” ，是对时代发出的

强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

世界的承诺与担当。纵然七十年风

雨兼程，岁月蹉跎，我心中的热血

从未磨灭。 无论前方如何，我都会

继续“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不忘

初心，方得始终。

纵有千古，横有八荒，跨越昨

天、今朝，我将上下而求索。 漫漫长

路，脚步不歇，未来可期。 三十年、

七十年、 一百年······祝我的祖

国，前途似海，来日方长。

所谓故意假设， 是指在叙述之

中姑且认定其中某种因素不存在或

以另一种形式存在， 然后得出完全

不同于现实的结论， 进而将这一结

论与叙例中的结果做比较， 以增强

论证效果的一种论证方法。 事实证

明，考生有效地运用故意假设叙例，

不但能够曲径通幽， 让文章具有严

密的逻辑性； 而且能够使文章在前

后对比中凸显主旨， 制造出雄辩语

势。 俗话说，不怕穿鞋的，就怕光脚

的， 考生若在高考作文中适当运用

假设叙例， 一定会收到很好的说理

效果。

例如高考山东卷满分作文《心

怀双赢，享受入生》节选：有人说，

竞争是一种残酷的斗争， 其结果必

将是此消彼长， 竞争必须遵守大自

然优胜劣汰的法则， 即必须在捕食

与被捕食中生存；但我要说，竞争可

以毫无血腥， 可以在你超然的处世

智慧中获得双赢。 如果刘邦因为韩

信的骄傲自大，就不予重任，那么我

们有理由相信， 刘邦不可能成就一

代霸业， 韩信的威名也不可能留传

青史； 如果蔺相如因为廉颇的屡屡

攻击而怒不可遏， 那么我们有理由

相信，赵国不可能安定团结，这“定

国双璧” 的威名也不可能名扬天

下； 如果唐太宗因为魏征的屡屡冒

犯而大动干戈， 又何来唐朝的繁荣

昌盛? 魏征又怎么可能成为李世民

心中最重要的镜子呢？

考生在段首先通过 “有人说”

抛出别人的观点，然后予以驳倒，并

确立自己“可以在你超然的处世智

慧中获得双赢”的观点。 接着，考生

从反面假设叙例， 认为刘邦如因韩

信“骄傲自大”就不予重任，那结果

肯定是一个“双失”的局面；蔺相如

如因“怒不可遏” 而和廉颇斤斤计

较，那二人也不可能“名扬天下” ；

唐太宗如因魏征“屡屡冒犯而大动

干戈” ，那唐朝的“繁荣昌盛” 必将

是水中月镜中花。 如此反面假设叙

例，论证的却是正面的观点：只有合

作，才能成就双赢，也才能享受到成

功的人生。

故意假设 无中生理

作者：毛永健 北师大贵阳附中教师

我的祖国

杨欣予 北师大贵阳附中高二（13）班 指导老师：梁杰

不认命的你感染了我

朱芷娴 保利云山实验小学 指导老师：黎晔

在暑假里，电影院上映了一部

叫《哪吒之魔童降世》的电影，这

是一部难得好看的国漫。

哪吒， 是家喻户晓的神话人

物， 他是托塔李天王的第三个儿

子，身披混天凌，手持火尖枪，脚踩

风火轮。 传说中因为抽了东海三太

子敖丙的筋，被龙王告状，继而为

了保全陈塘关所有的百姓，当着父

母的面自杀。 后来，哪吒的师傅用

莲藕重做了哪吒的身体，才使他重

生，重生后，哪吒开始大杀四方。

然而，这位英雄在电影中变了

一个人设。 电影开头，讲了一颗名

叫“混元珠” 的玩意儿被太乙真人

的师傅变成了两颗弹珠———一颗

灵珠，一颗魔丸，并表示，三年之后

魔丸将遭天劫。 哪吒阴阳差错地变

成了魔丸的转世，被村民认为是妖

怪，因此李靖夫妇只好把哪吒关在

李府之中。 至此以后哪吒就开始了

一系列不认命的故事，在此过程中

还和传说中的那位被抽筋扒皮的

东海三太子敖丙成为了朋友。

在这一系列不认命故事中,令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哪吒从夜叉手

中与敖丙一起夺回小女孩的鸭子。

事实证明了， 虽然哪吒很叛逆，被

村民们当做妖怪，但他有一颗为民

除害、保护村民的心，他有一个做

英雄的梦！ 所以在生日当天，他才

会自制披风。 还有一幕是哪吒和敖

丙大战时，哪吒那句“我命由我不

由天！ ” 更是感染了我，对啊！ 不认

命，才是真正的自己！ 不向挫折低

头，不向命运低头，就是最好的自

己！ 从此以后对于学习上遇到的困

难，我也不会轻易放弃！

“若命运不公，就和它斗到底！

“这一句话，提醒了敖丙，也点醒了

我们。 不向命运低头，做自己的英

雄！ 以后，我不再因挫折而放弃！

灰暗的天空，边界突然出现一

丝光彩。 黑黑的夜空中，流露出几

颗荧光闪烁的小星星。 嘈杂的声

响，恶劣的环境。 可我那心中梦想

的种子，依旧努力茁壮成长着！

播种：思想已成熟，品行已端

正。 我步入了第一条人生起跑线六

年级。 那熟悉不过的铃声，又一次

在我耳边响起。 我猛然意识到了事

情的严重性，那一天的试题，离我

越来越接近了！ 可您，我的好老师，

却依然激励安慰着我们。 虽然你表

面是那么和蔼、温柔，但眼神中却

不断露出一丝焦急。 我懂，我决心

要突破自我，大步冲向我梦想中的

那所校园。

从那刻起，我便种下一颗小小

的种子在我心中———考上一所好

的初中， 来回报您多年付出的心

血。

灌溉：风，呼啸而过；雨，凶猛

不已；心，紧张焦虑。

我满是汗水的手，紧紧拽着那

张打满红叉的试卷， 倾盆大雨，哗

啦啦地下着。 “56 分，是多么不堪

入目的分数呀！ ” 我让雨点打在我

的身体上，妄想着能把身上那污黑

的分数抹去、淡化，您从办公室走

出，看见我呆呆地站在操场上。 您

连忙撑开雨伞， 向我跑来， 忙问：

“怎么了？为什么不回家？ ” 我沉默

着，看到我紧拽的试卷，您明白了

一切。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加

油！”你轻拍我的肩膀说。我继续原

地伫立着，您的那句话，如同一股

清流，流入我心中的土壤，滋润了

那颗种子。

我从您身上汲取了养分，我的

那颗种子长出了根。

萌芽： 我不分白天黑夜地学

习， 我的那颗种子渐渐长出了小

芽。 春天的小花，夏天的绿叶，秋天

的落叶，冬天的雪花。 终于，我踏入

了那所梦想的学校， 是您为我送

行，您脸上不断绽放出笑容。 感谢

您！ 老师！

我奔上了我刚开始遥望的远

方，我坚信，总有一天那颗种子定

会成长为参天大树。

埋下种子

唐钰坤 为明实验学校 609 班

每年春天，我家楼顶都都会传来

阵阵稚嫩的鸟叫声，它们是我家的贵

客：燕子一家。

一日， 燕妈妈和燕爸爸外出串

门，燕巢里发出的声音越发显得轻松

自在了。 但就是因为这叫声，把一只

小猫引了过来。

小猫好奇地看着头顶上的燕巢，

这时，离巢边最近的一只小燕子似乎

感受到了外面小猫那灼热的眼光。 在

好奇心的驱使下，小燕子从燕巢边伸

出脑袋，准备打量下外面的情况。

正在它仔细观察时，旁边的一只

燕子不小心撞到了它， 悲剧发生了。

小燕子像断了线的风筝掉了下来，重

重地摔在地上，痛得吱吱乱叫。

突然，它发现了小猫在慢慢地靠

近，一步、两步、三步……距离小燕子

很近了。 小燕子发现这只猫是那么

大，它害怕得瑟瑟发抖。 小燕子看见

小猫伸出舌头，犹如一张天罗地网向

自己扑来。 小燕子闭上眼睛，默默等

待着死神的到来。 然而出乎意料的

是，它感觉疼痛的脚环处传来阵阵冰

凉，它疑惑地睁开了了眼睛，看见小

猫在为它舔伤口。 小燕子疑惑地问：

“你难道不吃我吗？”“我为什么要吃

你呀？ ” 小猫反问。“我想和你玩。 ”

“可我想回家呀！ ” 小燕子说。小猫遗

憾地说：“那好吧” 。 于是小猫把小燕

子含在嘴里，迅速爬上树，纵身一跃

翻到墙上，接着它沿着墙线小心翼翼

地走着。 终于，它的努力没有白费，把

小燕子成功送回了鸟巢。 临别前，小

燕子对小猫说：“你真是我的大英

雄。 ” 小猫听后开心地笑了。

每年春天，小燕子都会回来看自

己的救命恩人。

小猫与燕子

厉赢璟 华麟小学五（5）班

指导老师：刘晏冰

上学路上

陈希隽怡 甲秀小学三（3）班

指导老师：向庆

我的学校坐落在美丽的南明河

畔，与历史悠久的甲秀楼相邻，这就

是我最喜欢的甲秀小学。

每天清晨，鸟语花香，我沿着南

明河开开心心地向学校走去。 一路

上，微风吹过，河面泛起层层涟漪，

小鱼们在水草里捉迷藏。 有时还能

见到三三两两的白鹭在水面上嬉

戏。现在正是八月，阵阵桂花香扑鼻

而来，那香味儿清清的，甜甜的，令

人陶醉。岸边立着一排排柳树，在微

风轻拂下， 柳条像一个个婀娜多姿

的美少女。 远远望去，矗立在南明河

上的甲秀楼真像一位年迈的老爷爷

在静静地诉说着古老的故事。

同学们穿着干净整洁的校服，

戴着鲜艳的红领巾， 像一只只快乐

的小鸟儿，蹦着、跳着、跑着向学校

奔去，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如果不是怕上学迟到， 我会走

得慢些，再慢些……

李太白叹曰：“珠玉买歌笑，糟

糠养贤才。 ” 今之为善者亦若贤才

也，若仅以糟糠助善，终而只能将善

掩灭，此所以善亦须有偿，善不为回

报，而宁为一念善者值此回报。

善是 “投我以木桃， 报之以琼

瑶” 的无悔亦无价。善本为人性的琼

华，本无价，出租车司机拾得包拾金

不昧，不远路遥送还失主，是善的体

现， 不论其打表与否， 均是为善之

举，善的定义并不应以代价与否、回

报与否来衡量， 谚云：“勿以恶小而

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 此意在于

心中善念的自觉性， 送还失物为小

善之举，似微不足道，然而正因出租

车司机的一念为善而未有一恶之

生，正因有微渺之善于周遭世界，方

垒九层之台而筑大善。 善是凭我所

想，无问西东的所执亦所思。

善是人性中“念念不忘，必有回

响” 。善恶均有偿，或以天道，或以人

道，而正因有偿所以趋善避恶，善确

为人心之所存，正若“人皆有之，贤

者能勿丧耳。 ”

出租车司机只为一介平民，践

善为心中所念， 而不为亦不能谓之

为恶， 而其选择为矣， 仅为毫厘之

利，便视之为恶，何哉？ 太白诗云：

“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 中贵多

黄金，连云开甲宅。 ” 谓有权贵一手

遮天而贤才无用，平民疾苦，此时为

善者，亦若无用之才也，无利以偿，

无恩以言， 唯有一腔善意而凝滞于

胸。 人性确为无价， 而善意亦须有

偿，唯有偿而汇聚更多的善，正若燕

昭王筑黄金台，遂有贤才广至。

偿还善意是尊敬人性的光辉，

是在回报善意的同时亦为一念善而

遣“三日春风”于人间。

善恶均有偿

郭可婧

北师大贵阳附中高三（12）班

指导教师：毛永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