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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由重庆市教育发展基金会、
顶新公益基金会和重庆晚报共同主办的“关爱留守儿童，文学
进校园”公益活动自今年 4 月启动以来，一批知名作家走进部分区县农村校园举办文学讲座，对培养留守儿童的文学
兴趣，提高他们的写作水平，起到了积极作用。活动主办方还在全市留守儿童项目学校中开展了同题作文竞赛。今
明两天我们特选发部分优秀作文，
同时配发孩子们的美术和手工作品，
以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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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巫山
巫山县乌龙学校九年级二班

爱在万州
重庆市万州区道生初级中学八年级一班

翟晓青

一山红叶如朝阳般热烈，一水长
江如明镜般清澈，一方水土纯朴悠
久。那就是我的家乡——巫山。

段又铃

青山不改绿水长流
古有着华服挑青灯的文人墨客
吟诗赞颂，今有我为多姿多彩的故
乡如痴如狂。如是，
提笔为序。
——题记
我的家乡在重庆万州，
地处三峡
库区腹地。万州古城，
渝东名都。人
猿辑别，文明始创。夏属梁州，西魏
鱼泉，
隋唐南浦……尔来四千数载。

温柔境
清晨漫步乡间，便与清风相撞，
鸟鸣声声，流水不绝。湿漉漉的青
石板间丛生一缕缕绒草，溪水顺着
山势向远处曲折蜿蜒，水面绘出两
岸青山和湛蓝的天空，倒也有种“绿
水逶迤去，青山相向开”的清秀美。
树丛里便是昆虫的安身之所，远方
的太阳也还未升起。深吸一口气，
阵阵花香沁入心扉，也不浓郁，淡雅
至极却又深得我心。
喧哗的世界似乎安静下来，仿
佛跟我一样沉浸在这山水中。桃木
梨花，候鸟归鸣，烟雾袅袅。如此美
景，像遗世桃园，犹如凤凰涅槃一
般，注定是永恒不变的温柔。

磅礴景
青龙瀑布离家不远。享誉中外
的亚洲第一瀑，以它惊天地、泣鬼神
的磅礴气势和众星拱月般的奇特景
观，
受到世人瞩目。核心景区由青龙
瀑布、甘宁湖、白云洞、贯峰书院和逍
遥庄组成。
青龙瀑布风景区是国家级三峡
风景名胜区内重要景区之一，
是重庆
市级风景名胜区。集山青、水秀、竹
茂、洞奇、潭幽、瀑宽、虹美、湖大、古
墓、
名人故居于一体。
古墓便是这甘宁墓。话说甘宁
将军战死沙场后，
归葬故里。但因他
是蜀人而效命于吴，族人怕受株连，
纷纷隐名埋姓，
避祸异地他乡。当地
人虽敬重甘宁忠勇，也不敢为他张
扬，
便只在这里偷偷为他垒了个土堆
坟。1932 年，当地教书先生杜介山
重新为其修建后，才为他立了两块
碑，碑文分别为“大将军甘宁墓”和
“吴折冲将军西陵太守甘宁故里”
。

特色食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不
同地方就有不同的饮食习俗，万州
亦是如此，最著名的，就是万州烤鱼
了。
黑铁的架子，冒着点点火星
的黑炭，可谁知道，其貌不扬的
设备能烤出享誉全国的万州招
牌。活鱼直接被开膛破肚刮
鳞，加点酱料，就直接放在烤
架上烤。烤炉里的火旺
旺地窜着火苗，黑炭
冒着滚滚热浪，

八骏图

（手工制作）
石柱冷水小学
陈晓伶 谭玲丽

被烧得通红。鱼肉被烙得吱吱作
响，银白的皮变成诱人的金黄，微微
有点酥脆。一会儿，吱吱声更响了，
空气中弥漫一股好闻的鱼香，待鱼
肉烤得焦黄诱人时，便可以盛盘开
吃。轻轻一咬，鱼皮微辣酥脆，鱼肉
细腻鲜滑，满嘴都是鱼的香味。外
皮烤得焦黄酥脆，肉却依然鲜嫩爽
口，乳白的嫩肉被原汁原味地锁在
了鱼皮里。再吃，肉也就有些辣，这
种辣，不是痛，而是爽快……吃完已
经被辣得不行，眼睛里都裹着眼泪，
却依旧想再吃一口，这便是万州烤
鱼的魅力吧！

和蔼情
每 次 出 门 ，就 能 看 见 几 户 人
家。无论他们有多忙，见到我，总会
笑着和我打招呼，热情地跟我聊上
几句。父母不在家，这竟比亲情更
浓，不禁想起我的爷爷。
爷爷已经花甲，脸上留满岁月
给他的沧桑。也许经历了太多，有
太多心事吧！脸上没了笑容，给我
的却是疼爱与教诲。我从小性情浮
躁，而爷爷却鼓励我好好读书。我
当然看不进去，吵着闹着把书到处
丢。他却总是把书捡回来重新放我
手里教我念。等到我读睡着了，他
才安心去劳作。爷爷总鼓励我走出
大山：
“孩子啊，你要使劲读书，走出
这个大山就不要回来！”可当我真的
决定以后远走时，他又会语重心长
地说：
“孩子啊，以后想家了，就多回
来看看，啊？”我知道，爷爷是把全家
人的期望放在我身上啊！
我 的 家 乡 啊 ，总 会 给 予 我 许
多。许多人生的哲理，还有心灵上
的慰藉。
“孩子啊，如果以后想家了，就
回家看看吧。”这是爷爷的声音，这
也是家乡的声音。
会的，一定会的！
点评：文中的家乡有美景、有亲
情，以情为主线，立体展示故乡美，
落脚点在爱。清晨美景温柔曼妙；
青龙瀑布举世瞩目；烤鱼的烤制过
程描写得细致入微，令人垂
涎欲滴。亮点还在邻居
的招呼“竟比亲情更浓”
的真切体验，这是留守
儿童对亲情的渴望！
全文景美，
情更真！
指导老师：
郎中华

恬静（儿童画）

丰都北京青年希望小学五一班 朱玉柯

忆家乡
重庆市商务高级技工学校
2017 级顶新班 陶洪艳
离开家乡一年有余，对家乡的记忆模
糊不清，可对我儿时生活的环境记忆犹
新。儿时那一根棒棒糖，一包五角钱的辣
条，街道上的小吃小贩们的吆喝声当然还
有那儿时的小伙伴们。
小时候家乡就是大人们怎么哄怎么
拉都不肯离开的小吃摊；小时候家乡就是
一起过家家的小伙伴儿们。
我的家乡——梁平区曲水，在地图上
芝麻大小都没有。然而对我来说，那里依
山傍水，湛蓝的天空，清澈的溪水，一眼望
去全是山，重庆本就是山城，我家乡也不
例外。那里空气清新，瓜果香甜，我家依
山而居，可谓靠山吃山靠水喝水，闻着森
林独有味道，听着叮咚叮咚的泉水声，一
年四季变化明显。
春天，家乡醒来树枝上发的嫩芽，地
上开出星星点点，一切都那么勃勃生机。
一眼望去，油菜花开了，像金灿灿的海洋，
蜜蜂们也辛勤劳作。
夏季就像小娃娃的脸，时而笑时而哭
甚至边哭边笑，总给人措手不及。我最喜
欢太阳雨，一股暖意流动。随着夏蝉呐
喊，我们总是一窝蜂跑到小溪里，嬉戏玩
水。玩不多久，大人声音就响起来了。大
人们一喊就慌起来了，怎么办？衣服裤儿
全部湿了，
回去肯定要挨骂。
用硕果累累形容秋天一点也没有错，
一眼望去树上都是沉甸甸的黄灿灿
的，比如沙田柚、橘子等。没事就喜
欢爬到树上摘水果吃。
衣服加了一层又一层。有些大
人下地挖红薯，把红薯搬回家，存放
在一个地方。渐渐地春节来临了，
表
示新一年又开始了。
随着一年四季的变化，我们也在长
大。离家又一年有余，每次想起来，脸
上不知何时布满笑容。那个生我养我
的地方，一天天在变化，我也为了我的
家乡感到自豪。
点评：这篇文章以回忆家乡为题材，
文章开头以追忆小时候的事，那一根棒棒
糖，一包五角钱的辣条和街道上小贩们的
吆喝声，把我们深深地拉入了小时候回忆
场景里面去。接下来分别以春夏秋冬四
季，道出了家乡美和家乡人民的辛勤劳
作，彰显了文章主题，家乡的发展任重而
道远。
指导老师：
陈明刚

群山环抱，望长江东流，在层层
的山峦间，矗立着我的家乡巫山。巫
山的景色，一年四季都是美的。它依
山傍水，以长江为邻，山水之间蜿蜒
的沟壑，形成了美丽的三峡。三峡的
水时而如幽谷，深不见底，时而又只
是没及到人膝盖的一湾浅滩，时而急
促地如万马奔腾，时而又如小家碧玉
般优雅从容。要是在以前，还能在水
流极浅的地方看到纤夫。他们挽着
裤腿，站在硌人的浅滩上。他们在水
里奋力拉着沉重的船只，冰凉刺骨的
江水也阻挡不了他们的艰苦劳作 。
粗犷有力的号子从他们的嘴里溢出，
带着他们对生活的憧憬，响彻在幽幽
的山谷中，久久回荡。巫山的山高耸
林立，连绵不断，一望无垠，可真有
“山外有山”的感觉。站在山顶，一眼
望去长江，真有一种“会当凌绝顶，一
览众山小”的豪情壮志在胸中澎湃。
从山脚望向顶峰，有一种天地之大，
自己多么渺小的感触。我忽然还想
到了“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
不同”
的诗句。

满山红叶似彩霞
红叶作为巫山的一种标志，不由
得会让人想起。每年的金秋时节，生
长在山上的树都渐渐发黄，发枯，可
巫山的树却是在变红。满山的山茶，
一到秋天，就变成如火般的颜色，满
山都是它的足迹。一眼望去，一大片
一大片的火焰随风舞动。每年这个
时候，都会有大量游客的眼球被它吸
引，无不赞叹它的美丽。火红的山，
碧绿的水，既热烈又清幽，这是一幅
很复杂却又很和谐的画面。

除却巫山不是云
曾听过“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
巫山不是云 ”的感叹。一块碧绿的
天，浮一朵孤云，像被撕裂的一团棉
花糖，厚厚的，松松的，依依不舍地飘
向大片的云层，却无能为力，到最后，
仍旧是孤云一朵，看了心中不禁有一
丝惆怅。山顶上，看着云翳在半山腰
缠着，和着雾气，像是在天堂。山苍
苍，林莽莽，白云悠悠绕山梁，犹如一
块柔柔的丝绵。往下，那云之海，一
片茫茫，只有近处的山巅有几丝游云
蠢蠢地行它的路。望着那一朵朵飘
渺的云，
感觉天如此之近。

千年古镇
在大宁河畔，有座古老又纯朴的
小镇子，名叫大昌古镇。在如今高科
技遍布的时代，这样清幽古朴的小镇
子已不多见。穿梭于古色古香的小
巷中，耳边不时传来清脆的竹板声。
随意行走，感受前世的古朴超然，那
幽深延绵的小巷，蜿蜒的是一段心的
旅程。顺着两旁的水渠，怎么走都不
会迷路。小巷两旁有店铺，大都是由
人家改建的，兜售着工艺品，如竹雕、
主板画、小吃、砚台……
险峻的山，清澈的水，飘渺的云，
古朴的风土人情，这样的巫山是否让
你心动了呢?
点评：文章小标题新颖独特，用
词优美恰当，语句通顺；用诗句点缀
文章，使巫山之美的诗情画意展现得
淋漓尽致。排比句的使用让整篇文
章充满气势。
指导老师：
向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