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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老师谈写作

议论文叙例 需简明扼要

我手写我心
欢迎你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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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描二维码
关注黔学堂
看孩子习作

议论文是高考中的常客，在写
议论文时，经常需要叙例，其表达
方式趋向于叙述语气， 需注意三
点：一是无需使用多角度的描写予
以刻画形象，也无需关注事例细节
进行点上的描摹。 一言以蔽之，就
是叙述事例时不要面面俱到、事无
巨细、描了胡子描眉毛。 二是一般
而言，议论文叙例应是针对构成论
点的要素作概括的叙述， 为此，守
旨行文是核心。 也就是说，与主旨

四季

有关联的就保留，无关的就决然删
去，切勿藕断丝连，敝帚自珍。 三是
不能照搬材料， 不分青红皂白，胡
子眉毛一把抓； 不能篡改材料，致
使叙例断章取义；更不能全文转述
别人的故事， 以致给阅卷者一种
“
文摘” 的感觉。 总之，叙例要经过
整合与提炼，做到简明扼要为宜。
例如高考河北卷满分作文
《“刺” 的思索》节选：唐太宗是个
善于纳谏的帝王。 魏征屡次“犯龙

颜” 进谏，对唐太宗来说，这无疑是
非常“扎” 手的，可是他思之良久，
感到对社稷有益，于是便“从谏如
流” 了。 唐太宗正是正确处理了
“犯颜” 与“社稷” 的关系，才能如
此善于纳谏。
考生原本讲述的是唐太宗善
于纳谏的故事。 从“
屡次‘
犯龙颜’
进谏”“思之良久” 等句子，可见故
事很曲折，但是考生大刀阔斧进行
删减，然后三言两语就将故事概括

徐飞虎 北师大贵阳附中高一（9）班 指导老师：毛伟

四季像一幅美丽的画卷，时而
生机勃勃，时而花香萦绕，时而瓜
果缤纷，时而白雪皑皑。
春
春天的花， 是美丽迷人的；春
天的云，是变化莫测的；春天的风，
是柔和温暖的。 春天，她饱含着温
情，悄悄地来到了人间，轻快地奔
跑着，送来了温暖的阳光，逗笑了
冰冻的小河， 唤醒了冬眠的小动
物，吹绿了大地，吹艳了五彩斑斓
的花……
春天， 它蕴含着新的开始，蕴
含着新的生命， 蕴含着新的世界，
蕴含着新的希望！
夏
我喜欢夏天的热，因为夏天的
热让我们找回童年的美好时光。 我
们可以吃解暑的西瓜，我们可以在
水池里欢畅地游泳，我们可以到凉
爽的森林避暑，和大地亲密接触。
我喜欢夏天的夜，因为夏天的

夜是“热闹” 的。 池塘边，蛙声鸣
噪；田地里，癞蛤蟆跳；院子里，蚂
蚁乱跑；木床前，蚊子乱飞。 动物们
像神奇的魔术师， 营造了一个
闹” 的诗意气氛。
“
我喜欢夏天的雨，突然间雷声
大作，豆大的雨滴便往下掉，雨渐
下渐大， 中间还夹杂着电闪雷鸣，
霎时间，风止雨停。
夏天，它虽然不像春天那样温
柔，也不似秋天那样连绵，但它是
粗犷的，是豪放的。 来也匆匆，去也
匆匆，像一首诗，不留痕迹地融注
在我们的生命中。
秋
秋天，树叶一片片落下，带着
一丝丝的遗憾，投向大地母亲的怀
抱，她们跳跃着，旋转着，轻舞飞
扬，翩然落下。 晚秋的澄清的天，像
一望无际的、平静的碧海，强烈的
白光在空中跳动着，宛如海面泛起
的微波；山脚下，片片的高粱时时
摇曳着丰满的穗头，好似波动的红

吹尽狂沙始到金

要是你给老鼠喝牛奶

景博文
清镇北大培文学校高一（3）班
指导老师：景应忠

如果一只老鼠找你要了一杯
牛奶，你猜，会发生什么事情？
要是你给老鼠喝牛奶，它就会
找你要一块面包。要是你给了老鼠
一块面包， 它还会找你要一块毛
巾。 那是因为呀，它想把脸上的牛
奶擦干净，等它洗完了脸，它又会
把牙刷干净，找你要牙刷。 它玩累

地壳中含量最高的元素， 除了氧
就是硅。 沙的化学称谓是二氧化硅。 根
据物以稀为贵的道理， 沙应该是地球
上最不值钱的东西。 但你知道过去的
人们是怎样获取黄金的吗？ 答案是：从
沙子中筛选出来。
所以，我想要说，别怕自己太过于
平常、平凡。 也许，你就是那一个藏在
沙中的黄金！ 平凡不应该是我们放弃
和无能的理由，而应该是进取的动力。
因为平凡，才会向往伟大，才会竭尽全
力去成为伟大。
红花都还要绿叶来配， 历史不是
只由伟人推动的。 我以为，假使爱因斯
坦出生在石器时代， 他还能创造出那
么伟大的成就吗？ 未必！ 可以说，正是
前人和众多的平凡者的创造， 才让基
础物理得以确立， 爱因斯坦最终才能
成为爱因斯坦。
我承认， 有时个人对于历史的推
动作用是巨大的，但是最主要、最强大
的推动者，还是那些平凡的工作者。 所
以，无论你伟大与否，只要你是在努力
工作，那你也在推动着时代进步发展，
你也有自己的价值和光芒。 而在现实
社会中， 却有太多的人在歌颂和赞扬
伟大者， 他们很少想到千千万万的劳
动者为这个世界所奉献的一切。 因而，
我要在这里高声赞扬那些普通人，感
谢他们流下的汗和泪。
可是，我们最终会发展成为怎样的
一个人呢？ 是伟人？ 还是普通人？ 结果
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当你回首并俯看
脚下的路，回忆曾经的汗和泪时，只要
问心无愧、不会后悔，那你的人生就是
圆满的、幸福的了。
所以，在无尽的黄沙中，你是什么
呢？ 如果是金子！ 那我替你感到高兴。
如果是沙子!也别太灰心。 因为，这个
世界本身就是由沙子构成的。

作者：毛永健 北师大贵阳附中教师

你好 太阳

冬
清晨，一轮橘红色的阳光从地
平线上升起，给笼罩在迷雾上的大
地涂抹上了一层霞光， 虽是冬天，
浓重的白霜盖上了草丛， 田垛，菜
蔬，原野，然而这丝丝缕缕、黄灿灿
的光亮驱散了雾障霜凝的早晨，犹
如穴居久了的生灵凝聚的血液又
活跃起来了。 阴冷了一段时日的冬
天，乘着这明媚的亮光，几乎家家
户户皆争先恐后洗衣搓被单，翻晒
被褥，阳光是有味道的，晚上躺在
被窝里，连梦都是甜的。
我爱生机勃勃的春天，缤纷多
彩的夏天，流金溢彩的秋天，银装
素裹的冬天!它们把大自然演绎到
了极致，它们把最美的一面展现在
我们的眼前，它们让我们感受到了
世界的多彩。

罗梓依 甲秀小学三（3）班 指导教师：向庆

了，想睡觉，你知道，它一定会找你
要一个空牛奶盒，它还要用纸和毛
巾铺一张软软的床。在它闻着牛奶
香味准备甜甜地入睡时，还会要求
你给它唱一首歌。 它听完歌，可就
来劲了， 自己还非要也写一首歌。
它写完后，还要用圆珠笔写上自己
的大名，然后贴在墙上。于是，它会

找你要一个小凳子和一卷胶水。当
它把曲子贴好后，它还要认真地看
一看，然后满意地点点头。
一天过去了， 它终于要睡觉
了，你猜，它会怎样？ 它会在睡觉
前，找你要一杯牛奶。 故事永远也
不会完. 如果你是那只小老鼠，你
还想要什么？

张钥溪 甲秀小学三（7）班 指导教师：黄河

早晨，坐在大树上的小松鼠小
声地说：“太阳啊， 你就像是一个
大烤箱， 我的松子都被你考得发
烫。 ” 这时，小松鼠坐着的那棵大
树听见了， 自言自语地说：“我还
要谢谢太阳把我从一棵小小的树
苗长成一棵壮壮的大树， 夏天，人

老鹰抓小鸡

水， 一浪一浪涌入幸福的心潮；而
衰黄的叶片，悲壮地给田野着上几
许凋敝的色彩，让人对生命心生几
分敬畏。

们还在我的树荫下乘凉呢！ ”
池塘里的金鱼和它的小伙伴
悄 悄 地 在 向 太 阳 请 求 到 ：“太 阳
啊，太阳啊，你什么时候才下山啊，
我们都快被你煮熟了。 ” 停在荷花
上的蜻蜓听到了鱼儿们的叫声，温
柔地说：“下雨时， 我的翅膀淋湿

时，是你帮了我。 ”
坐在树下和妈妈玩游戏的小
熊对妈妈说：“妈妈，天好热啊。 ”
熊妈妈回答：“一会妈妈给你买冰
棒。 ” 小鸟说：“太阳，你发出的光
芒为我指明了方向， 让我找到了
家。 ”

艾新源 省府路小学二（9）班 指导老师：刘晏冰

下午放学后，小明飞快地跑到
我的面前,邀请我一同去公园里玩
老鹰抓小鸡的游戏， 我激动不已，
当即答道：“
好呀！ ”
不一会儿我们来到了公园，分
配了角色：小明当老鹰，小红当鸡
妈妈，另外的同学则和我一起当小
鸡。 游戏开始了，老鹰凶恶地扑了

爱管闲事的奶奶
奶奶总是喜欢管闲事，邻居家
少了根针，她要去问问；小区里少
了棵苗，她要去看看；哪家媳妇生
了个宝宝，她要去瞧瞧······
一天下午， 爷爷打牌回家吃
饭，奶奶看爷爷没有吃肉，便夹起
一块肉放在他碗里， 说道：“吃点
肉， 有营养， 身体好了才能去打
牌。 ” 爷爷看着碗里的肉，一脸不
情愿，最后还是乖乖把肉吃了。 奶
奶笑了，起身又夹肉给爷爷。 爷爷
一看急忙说道：“明知我不 爱 吃

过来，鸡妈妈张开双臂，左躲右闪，
小鸡们也跟着鸡妈妈东跑西藏，老
鹰连一只小鸡都没有捉住，气得他
露出了凶狠的模样，猛地一下向我
们冲了过来，捉住了两只小鸡。 这
时鸡妈妈也生气了， 但又无可奈
何，但她眼球一转就说：“小明，你
妈妈来了。 ” 老鹰往后一看没有，

才发现自己上当了，这时鸡妈妈飞
快地把被捉住的两只小鸡救回了
队伍，而老鹰脚下一滑，摔了个四
脚朝天。 “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
了” 我们高兴得活蹦乱跳，高声呼
喊着，第一局较量结束了，第二局
“
战斗” 又将开始……老鹰抓小鸡
的游戏真好玩啊！

蔡峰易 息烽县永靖小学六（3）班 指导老师：陈韵
肉， 老是夹， 吃了一块就够了，还
来，再夹你吃哈！ ” 奶奶一听生气
了，大声吼道：“
你还不要？ 身体又
不好， 还不多吃点有营养的东
西！ ” 爷爷只得无奈再次吃起了
肉。
突然，奶奶又站了起来，夹起
一块南瓜对我说：“你看你， 那么
瘦，最不爱吃蔬菜了，今天的南瓜
煮得很软， 入口就化， 你要多吃
点。 ” 额，没想到，这下关心对象变
成我了！看着奶奶正把瓜移向我的

碗， 我急忙把碗拿得远远的：“奶
奶，不是我想辜负你的好意，是我
真的不想吃啊！ 我不喜欢南瓜，多
吃点肉行不？ ” 奶奶看我实在不
吃，只好把瓜拿走了。之后，她一会
儿叫我吃这个，一会儿又叫我吃那
个……
奶奶就是热心肠，关心家人和
小区，可在别人眼里就有点多管闲
事。 不过，
无论怎么样，我爱我的奶奶。

了，显得简明扼要。 这便是议论文
的叙例样本。 事实上，议论文叙例
不同于记叙文叙例之处就在于，议
论文叙例是为了服从论点的需要，
而记叙文叙例则是为了诠释作者
的思想与情感，是文章的主体。 因
此，后者讲究具体生动，而前者只
能是概括表述。 叙例过分讲究具体
生动，则会使议论文带着强烈的叙
述文色彩， 如此则会冲淡说理功
能，致使文章议论单薄，说理不足。

故乡
邹欣芮
北师大贵阳附中高三（12）班
指导老师：毛永健
乡村的孩子总能尽情遐想自己
的生活，儿时的生活寄存在故乡里，
随时可以自我慰藉。 但倘若就因此
认为， 在城市生长的孩子里缺失了
对故乡的认同，便是偏颇之言了。
乡村孩子的故乡， 举目可见明
月，月华一泻而下，不经阻碍，磅礴
而温柔。 这些孩子辗转到了城市，望
着星罗棋布的万家灯火，抬首无月，
仅存几盏粗糙模仿月亮的昏黄路
灯，感到惶惑局促起来，以为城市里
没有月亮， 所以怎么也不能算一个
让人安睡的居处。 但倘若你细细找
找，便会发现，月亮卡在两栋高楼之
间，同样安静而从容，那月亮受楼房
钳制，被玻璃外墙切割得迤逦碎幻。
又有谁会说城市是缺失月亮的地方
呢？
又有人说， 现在的城市人太过
可悲， 竟将钢筋水泥的坟地认作故
土。 可是你看不见建筑森林中蓬勃
的生气吗？ 从西向东望去， 周道如
砥，一望无际，容纳千万丰富的鸟兽
游人在其间穿行； 老城区层层叠叠
展开的白色和灰色平台上晾着鲜艳
或是黯淡褪色的床单、 深红色的晒
干辣椒， 葱茏的鱼腥草或是洋葱大
蒜在这里落脚， 与住户一起呼吸着
每个傍晚飘然而上的呛人菜香。 在
每个日出之前， 你能听见每一个狭
窄巷口里，看家狗的甜鼾；那些被深
蓝色施工铁皮所保卫着的隐秘之地
里， 生成了黝黑皮肤与爽朗微笑背
后， 城市施工者们汗流狭背的皮肤
皱纹。
而你所见的仅仅是冰山一角，
向南再延伸几公里， 这城市空间里
还会出现河流与河水哺育的森林。
从古至今， 城市的最初定居者们自
此而来，几经迁徙，方才有了今日城
市的模样； 那些远离他们故乡的人
难以在城市找到认同感， 殊不知他
人的故乡也可以是故乡。 当你迁居
到我的故乡里来的那一刻， 你便从
一个漂泊无依的异乡者， 成为了新
生活的开拓者， 自然因你我而被深
刻改变。 最初开疆拓土的先祖，怎么
也想不到他的子孙再难回归故里，
然而人类就是这样， 一程一程地往
前赶，该逝去的终将要逝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