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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片属于我的天空
万州区道生初级中学九年级一班

我会心一笑，习习晚风如披着薄纱
的舞者，捎着五月馥郁的花香，轻柔妙
曼。好像是它游遍了全世界，却仍乐呵
呵地回到这里——它灵魂出生的地方。
它轻抚着我额头，诉衷肠：
深爱着脚
下这片土地啊。而我，
又何尝不是呢？

晨·沐春光

向锦辉

蒲河之美

南川区石莲镇中心校三年级一班

仡佬风韵

武隆区浩口苗族仡佬族乡中心小学校六年级
一班
张欣雨

入大地怀抱，一些性急的枫叶竟已开始
热情地展露姿态，一路铺上深深浅浅的
金色，漫步的人们惹得它们咯吱咯吱轻
笑起来。
黄昏时分，广场一林枫叶烧得火红，
夕阳也在金红的彩霞中滚动，轻轻翻动
的叶间迸出两三点炽热的火星。此时的
枫叶美得张扬而又肆意，它们毫不吝啬
自己的青春，对于奉献美，显得急不可
耐。我独爱藏在这里阅读，这里有感染
了整个世界的枫叶，有诗意，有远方，以
及家乡的味道。

家乡的记忆是人们的笑脸作序曲
的。油嫩多汁的小笼包是我儿时最爱。
清晨，天儿还没亮透，等不得还在梳洗的
母亲，我就急急忙忙闯进层层雾气中，一
路闻着香味向包子铺飞去。生活就是这
宵·赏灯火
样，常常在人快乐的点儿上来个小玩笑。
“啊——！”老旧的石板路又湿又滑，我不
有了这般绝色美景，家乡就如个倾
小心一脚踩偏，像只笨拙的企鹅，直直地
国倾城的花季少女了，当然，她也是内外
摔了下去，
只觉得小腿钻心的疼。
“哇！呜
兼修的。这里的冬天，没有冰天雪地，围
呜——”幼小的我不晓得什么坚强不坚
绕着的，是人们从不减弱的健身激情和
强，
只顾扯着嗓子号哭起来。
文化活动。晚间到达广场，或河畔步行
包子铺的阿姨慌忙地探出头，一眼
街，你都能发现这里并不乏满面春光，动
便发现了门前狼狈的小女孩。
作充满活力的文青与健身者。
她丢下包子，几步跨到我身边，轻轻
有的在残光下欣赏《红楼梦》中的
蹲下身抱我起来，轻蹙着眉头，眼角却尽 “岂是绣绒残吐？卷起半帘香雾”
。虚幻
是温柔。我泪眼婆娑，吐字不清。她抿
般的柳影，有的在灵巧娴熟地露一手白
嘴，小心翼翼地捋起我的裤腿，
“ 呀！你
鹤亮翅，也有阿姨们在跳着洋溢活力、火
这么不小心呢，都擦破皮了……”
遍全国的广场舞。他们，成了最耀眼的
我点点头，
泪珠一串串打在自己脏脏
风景线，让生命与匆匆岁月赛跑。
的手上。她心疼地笑笑，
轻抚我的背，
一手
静心感受，家乡是一剪枫叶，是一幅
温柔地抱起我，
一手拎起一袋包子，
送我回
风景，是一次感动……总之，无论它以何
家。阿姨的微笑、阿姨的温柔、包子的香
种形式出现，都已成为一种人生体味。
味，
让清晨的我恍若沐浴在春光中。忙过
我的心弦被它轻轻弹拨，回声悠远，融化
了中考，我的第一件要事，就是去看看阿
在这温柔乡里。
姨，
也要向她请教做包子的诀窍。
那是属于我的一片辽阔天空，
独一无二。
点评：小作者满怀着对家乡小镇的
暮·染霜叶
深爱，围绕那一片属于我的天空，从“晨·
若家乡是幅沾染岁月风尘的油画，
那
沐春光”
“暮·染霜叶”
“宵·赏灯火”三个
么友好的乡民们就是其中点睛之笔，
映衬
场景，以细腻的笔触，将朴实的乡情娓娓
他们的，
是身后一簇簇艳丽吸睛的风景。
道来，传达出对美好生活的由衷赞叹。
古有“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
结尾句巧妙呼应标题，深化感情，言简意
月花”
，今有我“浅笑喜见枫林漾，手捧书
赅而又余味无穷。
页衬暮光”。当腼腆的秋天还未完全投
指导老师：
夏淑远

挺拔俊俏的仡佬山，秀美静雅的朱子溪，这是
自然之韵；酸甜可口的杨梅，清洌醇厚的老鹰茶，这
是物产之美；活泼灵动的竹竿舞，古朴典雅的蜡染，
这是文化之盛。这，就是我的家乡武隆区浩口苗族
仡佬族乡。
走进家乡的大山，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翠绿，这
里树木葱郁，深吸一口气，仿佛都能闻到绿的味
道。走在林间小道，你会觉得神清气爽。静谧的大
山脚下，就是潺潺流动的朱子溪，碧绿的溪水，绕着
圆润的岩石，抚摸着懒懒的草芽，在迷人的花香之
中，带着花瓣、游鱼，缓缓前行。两岸的瀑布，飞溅
起点点水花，闪现出五彩的光芒，映着白白的云，蓝
蓝的天，
十分迷人。
清明时节，是人们最为繁忙的时候。大清早，
就背上竹背篓，在烟雨朦胧中，十指翻飞，采摘茶树
的第一抹嫩芽。经过炒制，就是大名鼎鼎的老鹰
茶。初夏到来，果园里绿绿杨梅树上点缀着鲜艳的
红灯笼。这个季节，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们，都要
来亲自动手摘下酸甜可口的杨梅，或用于生吃，或
用于泡酒，或用于熬制酸梅汤。不管哪种方式，都
会让你甜进心里。
来到浩口，不得不去的地方就是田家寨，这是
一个一听就让人憧憬的地方。走近这片土地，远远
就能看到屋檐飞翘，庄重古朴的特色民居。踏进寨
子，身着民族服饰的姑娘们，一定会盛情邀请你喝
一碗提神醒脑的油茶汤，饮一盅养颜美容的杨梅
酒，让你沉醉在她们的热情里。登上寨楼，你可以
看到仡佬族的传统工艺品蜡染，蓝底白花，承载着
浩口人厚重的文化。勤劳智慧的浩口人，把传承千
年的蜡染进行了改良，香包、挎包、服饰、圆扇、抱
枕，
每一种，
都会让你爱不释手。
家乡的大山深处，一棵棵青翠嫩笋，饱受自然
之美，
人文之韵的浸润，
逐渐成长……
▲平安是福（书法）
巫山乌龙学校初 2019 级一
班 杨芬

点评：全文简洁明快，清新秀逸，以细腻的笔
触，独特的视角对家乡的自然人文之美进行了传神
刻画，让钟灵毓秀的朱子溪，古朴典雅的蜡染，热情
好客的浩口人跃然纸上。
指导老师：
郑长虹

◀鸟语花香（工笔画）
江津贾嗣小学六年级二班
杨平荔

王栒

我的家乡有一条美丽的小河——蒲河。她
起源于南川区神童镇，流向万盛经开区金桥镇，
最宽阔最美丽的一段经过我的家乡石莲。
春天的小河缓缓流着，河水碧绿碧绿的，像
一条绿色的绸带飘向远方；又像姑娘脖子上的丝
巾飘舞在大地上。河水清澈见底，小鱼在河水中
欢快地游来游去；青蛙在河边呱呱地唱歌，嫩绿
的小草从小河两旁石头缝中探出头来，睁开眼睛
笑一笑，呼吸着清新湿润的空气，像是给小河铺
上了绿地毯。那一排弯弯的柳树枝像姑娘的头
发一样，
在微风中柔柔地飘动，
似乎在说：
“春天来
啦！我们可高兴啦！”不远处是一片油菜花地，金
黄金黄的油菜花像一只只黄蝴蝶在辛勤地工作。
如果你认为蒲河只有春天是美丽的，那你就
错了。夏天的蒲河格外迷人。天气好时，水静静
地流过，清的能看见河底的沙粒。大雨过后，水
咆哮着飞奔而去，卷着发黑的枯树枝叶，很是壮
观。河边那一片荷田绿绿的像小河边上镶嵌的
绿宝石一样，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亭亭玉立的荷
花。有的才展开两三片花瓣，有的花瓣全展开
了，露出嫩黄色的小莲蓬，有的还是花骨朵儿，饱
胀的马上要破裂似的。小青蛙在荷叶上呱呱地
叫着，好像在说：
“夏天来啦！夏天来啦！”
秋天，小河像一条哈达，漂浮在金黄的稻田
间，匆忙的人们从小河边跑过，正在收获着小河
给大家带来的满满的丰收。落叶像一只只蝴蝶
在飞舞，有的落在草丛里，踩在脚下沙沙地响；有
的落在小河里，像一条条金色的小船。小草慢慢
变黄了，弯下了腰。
冬天，周围鸦雀无声，虽然没有大雪纷飞，但
鱼儿早没有踪影，青蛙不叫了，柳树不绿了，忙碌
的人们回家了，小河睡着了……
我喜欢家乡美丽的小河。
点评：学生关注家乡发展，表明她对家乡的
热爱。文章重点介绍蒲河不同季节的美景，把蒲
河的美展现得淋漓尽致，更是勾起读者对蒲河的
向往。
指导老师：张毓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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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叔公变了

江津区贾嗣祥瑞希望小学校
四年级一班 刘河佑

表叔公独自一人住在那个叫大圆洞的大山
深处。
印象中的表叔公，身材瘦小，是个驼背。表
叔公住的是茅草房，养了一头猪，一条狗，跟他本
人一样，瘦得差不多只剩骨头。今年暑假，爸爸
妈妈商量，趁表叔公过 60 岁生日，全家一起去拜
望他，
顺便避暑。
噫？这是什么地方？
“ 龙潭沟山庄”
“ 简老大
农家乐”
“梯子湾客栈”
……
正纳闷儿，爸爸的车子开进了“简老大农家
乐”小院儿停了下来。妈妈拍拍我的肩膀：
“发什
么愣，
下车啦！”
下车干嘛呢？我还没瞧见表叔公那间低矮
的小茅屋呀。这是哪里？一连串的疑问在脑海
里不停地闪出来。此时院子里，一男一女两个老
人，
正朝我们笑盈盈地走来——
“欢迎啊，
老三！快进来，
快进来！”
爸爸妈妈迎上去：
“表叔，
恭喜恭喜哦。
”
表叔？这人是表叔公吗？穿着崭新的衬衫
西裤，脚蹬一双亮闪闪的皮鞋，头发理得整整齐
齐。这人在哪里见过？表叔公吗？
正纳闷，
“快叫呀，表叔公啊！”妈妈又拍了拍
我。我怯怯地叫了一声
“表叔公”
。
“这个你要叫表叔婆！”妈妈指着表叔公身旁

的大婶。什么时候还多了个表叔婆哟！表叔公
不是孤身一人吗？
这是一栋三层楼的砖混结构的房屋，每层楼
都修有走廊，每个房间都开了玻璃窗户。不远处
新挖出几眼大水塘，我看见有好几个人在塘边上
垂钓。
我还想找找表叔公家那头瘦猪，却怎么也找
不着猪圈啦！只看见用栅栏围起了一个大院子，
里边养起来上百只各种各样的鸡。再放眼望去：
桃树、李树、梨树，石榴、香蕉、葡萄，一派生机盎
然的果园盛景。
表叔公指着远处山坡上的一群羊：
“ 等今年
冬天把这五十来头壮年羊卖了，开春后还想增加
十来头母羊，
养个百来头，
销路不错的哟！”
因为是绿色饲养，表叔公的羊一路远销出了
重庆啦。大圆洞国家森林公园的大力开发，为表
叔公提供了一个多么利好的平台和窗口。他的
土货鸡鸭由外来避暑的游人带出了大山，走进了
城市，
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
表叔公变啦，变得更帅更年轻啦！厉害啦，
我的表叔公！
点评：此文立意高，构思巧，语言朴实，用身
边小事说话，
内容充实，
情真意切。
指导老师：
周艳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