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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小康 追梦成长”
江苏省青少年征文大赛佳作赏析⑩

作为“00后”的青少年，你们能

从家庭生活的变化中描绘出你眼

中的“幸福小康”吗？由中共江苏

省委宣传部、江苏省文明办、江苏

省教育厅、新华报业传媒集团共同

主办的“全面小康 追梦成长”全省

青少年征文大赛

已经进入终评环

节，获奖名单近期

公布。扬子晚报

精选部分优秀参

赛作文，邀请名师

点评，快来看看这

些作文好在哪儿。

扫码看更多
精彩作文

美丽乡村变形记
南京市力学小学五（1）班 徐梓原

对于一个每年暑假都“乐在旅途”
的孩子来说，2020年的暑假似乎少了
些盼头。妈妈看出了我的闷闷不乐：

“远的地方去不了，咱们可以去近的地方
走走啊！约上石头、畅畅他们一起去‘一
亩方塘’玩吧，那里已经是网红民宿啦！”

“一亩方塘”是妈妈的闺蜜涛姨在
汤山龙尚村开的一家民宿，两年前刚开
建时我就去过，那是个偏僻得连手机导
航都定位不到的地方，那天下着大雨，
车子在泥泞的乡间小路和农舍间来来
回回开了许久，才找到两扇生了锈的大
铁门和山脚下的两间平房……想到这
儿我大声回答妈妈：“我可不想再去
了！”“去吧，涛姨新修了无边泳池，你和
小伙伴们可以尽情玩水！”“什么？无边
泳池？这诱惑也太大了吧！”

周末，跟着导航我们一行人浩浩荡
荡地出发了。不一会儿，“龙尚漫谷，美
丽邂逅”几个大字映入眼帘。难道已经
进村了？我有点疑惑。沿着开阔的林
荫道飞驰一阵，车子转弯向着山里驶
去，远远地，青山环抱，一排排纯白色的
建筑镶嵌其中，仿佛飘浮在山谷里的一
朵朵白云。真美呀！我正感慨着，车队
停了下来，我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难道这儿竟是“一亩方塘”？破落的老
平房摇身一变成了现代的度假村，这是
被施了什么神奇的魔法呀？来不及细
想，我和小伙伴们迫不及待地扑进了碧
波荡漾的泳池，高大的千年栗子树在傍
晚的落日中静静倾听着我们的欢笑
……夜深了，上灯的方塘恍如温润的夜
明珠，蛙声一片中，我和小伙伴们在榻
榻米通铺上酣然入睡。

山林的第一缕阳光唤醒了我们。
“现在集合，我们去打卡网红公路‘小川
藏线’！”涛姨一声吆喝，我们又出发
了。一条绿荫笼罩的道路，横穿青龙山
南北，蜿蜒起伏，像一根白色丝带，缠绕
着翡翠般的山峦，“小川藏线”全长8.5
公里，竹林、水库沿线分布让人目不暇
接，在其中2.8公里的盘山路上有38个
连续的弯道，整条路高低落差最大达七
八十米，惊险刺激的路程让我们尖叫连
连。“其实它原本是一条只有4米宽的
农村水泥路，又窄又颠，在南京美丽乡

村建设行动计划中，才被提档升级成现
在的美丽景观路！当地人称这条路为
致富路，学习强国还评选它为2019年

‘十大最美农村路’呢！”涛姨一路骄傲
地向我们介绍。

沿着“小川藏线”我们偶遇一处有
机葡萄园，挎着小篮子拿着小剪刀，我
们边吃边摘好不快活。“以前龙尚村是
南京有名的贫困村，有4家陶土工厂、2
家采石场和 2家砖瓦厂，天天尘土飞
扬，这几年全关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路宽了，村子变美了，大家的日子
也越过越好了！”正说着，顺丰快递小哥
开着车来了，陈叔麻利地搬货上车。“今
年的疫情，让我学会了在抖音上开直播
卖货，卖得比往年还多呢，现在我们坐
在家里就能做生意，一年能赚 20 几
万！”陈叔咧开嘴开心地笑了。

“妈妈，这个暑假让我们去把南京
的美丽乡村一网打尽吧！”“哈哈，那你
的时间可能有点不够哦，到2020年底，
南京会建成1000个美丽乡村！”我彻底
震惊了，为这奇迹般的中国速度！看着
如画的乡村，我心潮澎湃，梦圆小康并
不是终点，当有一天建设美丽中国的接
力棒交到我们手上，我们一定要奋力让
中国站在世界的C位，让世界赞叹“风
景这边独好”！ 指导老师：哈峻
名师点评：

对比鲜明，突出主题。小作者借一
家人度假“一亩方塘”，描述了乡村变形
记。通过环境的对比，房屋的对比，道
路的对比，“我们”感受的对比等一系列
鲜明的对比，有力地突出了乡村的变
化，祖国的飞速发展。文章并没有华丽
的辞藻，但“中国速度”“世界的C位”这
些具体新鲜感的词语，让人不禁眼前一
亮，令人意犹未尽。

刘红（南京市府西街小学校长、省
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

初中生组

一滴水经过宿迁
宿迁市钟吾初级中学初二（1）班 颜自然

我是一滴水。
沉睡多年，我在各拉丹冬的泉眼里

苏醒，随长江东流。到了杭州，南风强
劲，我被卷入京杭运河的波涛中。在这
两千五百多年的河道中，我醒醒睡睡，
浮浮沉沉。

我跳到一艘船的桅杆上，随风远
航。不知不觉已驶入运河中段。我看
到一座大桥凌空而起，横跨运河两岸，
名曰“宿迁大桥”。冥冥中，我曾几度来
过这里，我前世的故乡。是下相？是宿
豫？是钟吾？是从德？噢，现在它叫宿
迁！记得多年前，它只是个小小的村
落，贫穷而落后。而今天，它已是一座
现代化城市，道路四通八达，大街小巷
霓虹闪烁，处处透着繁华的气息。太阳
一晒，我便化作水蒸气，乘着一朵云四
处周游。我来到三台山森林公园，俯瞰
衲田花海，千娇百媚，春色满园。我来
到骆马湖畔，只见风平浪静，湖水澄澈
得像一面镜子，时而微风乍起，涟漪微
漾，波光粼粼。我来到项王故里，面对
项羽骑着高头大马奋勇向前的雕像，浓
浓敬意油然而生。我来到楚街，处处古
色古香，各式各样的小吃——车轮饼、
贡酥、水晶糕、煎饼果子……我只能贪
婪地嗅嗅香气，继续随风前进。

下了场雨，我又变回一滴水。我来
到一条清澈的小河中小憩。河边杨柳
依依，河中躺着一条由大石块排成的石
径，河水从细缝中穿过，汩汩如泉，叮当
作响。河面上横跨着几座木板桥，桥头
搭几座木亭，乘凉钓鱼，闲情逸致。我
仿佛置身酒池之中，醉醺醺的。我四处
打量，思索着这是哪条河，此般秀美宜
人。蓦然，我记起这儿原来是马陵河！
几年前，来来往往的老老少少掩鼻而
过，抱怨着：“真是臭死了，也没人治
理！”河里漂着黑乎乎的不明物，有污
泥、浮藻、垃圾、死鱼，令人作呕，就连河
水都被阻滞了，更别说小桥凉亭河边垂
钓了。而今变化如此之大，真是日新月
异，令我目瞪口呆。

暮色渐沉，河边的小广场五光十
色。音乐响起来了，男的、女的、老的、
少的，一齐涌来了。广场舞，体操队，运
动网，都活跃起来了。全民锻炼，强身
健体。多少年前，还是农耕社会，哪里
会有如此丰富多彩的生活娱乐呢？

我又顺水回到大运河，听渡船来
往，枕涛声入眠。

旭日东升，少年们沐着大运河粼粼
水面上反射的阳光，快步走向校园。“让
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
天献出虔诚的祈祷……”青春的歌声回
响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歌声下是同学
们的朗朗书声，传递着知识的力量。

“我长大了要当老师，教小朋友念
书。”“我要当科学家，造原子弹！”“我要
当警察，去抓坏人，可帅了！”“我想当军
人，保家卫国。”……童稚的言语，包含
对社会、对民族、对国家深厚的感情，悄
悄埋下梦想的种子。谁也不知道将来
能做什么、会做什么，但有梦想，才有希
望，有志向，才有方向。作为一滴水，我
也有梦想。我希望能掀起波涛，我盼望
能砥砺前行，我渴望能长江后浪推前
浪！因此，我要努力，我要拼搏，我要实
干，才能撑起理想的风帆，扬帆远航！

运河水涌动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
文明，用母亲般宽广的胸怀，将一艘艘
远航的船舶摆渡，将一代代儿女的心灵
滋养，将一片片贫瘠的土地浇灌。灌溉
出古老而繁荣的文化，灌溉出城市日新
月异的面貌，灌溉出中华少年自信自强
的凌云壮志。 指导老师：汪海灵
名师点评：

这篇文章立意深刻，视角独特。文
章以一滴水为第一人称视角展开叙述，
通过丰富的想象，借一滴水的所见所感
为我们揭示了宿迁这座城市千百年来
的变化。既有宿迁的历史文化、人文景
观，也有宿迁的美食美景、市井烟火，全
方位展现了宿迁这些年来的进步与发
展。文章后段写学生们和水滴的梦想，
借此抒发对祖国的热爱之情以及为祖
国发展贡献力量的抱负，将文章的感情
推至了最高点。这篇文章语言优美，运
用了大量的成语，读起来朗朗上口。文
章结构完整，首尾以大运河为呼应，各段
落过渡自然，整篇文章有行云流水之感。

薛城（省语文特级教师）

高中生组

双脚踏上幸福的路
南京市中华中学高二（9）班 刘钰彤

卷云挟烟，落差扬瀑。
壶口瀑布将我凝住。从山西边境

驰车来游，其道路已从泥泞满身、砂砾

颠簸蜕变成平坦宽阔、四通八达，令所有
人从头到脚，从来路到归路都是怡然。

想起记者柴静《山西，山西》一文，
回乡采访时荷花池冠名为排污沟，一堂
课奖赏一脸的黑煤粒子，氟骨病按摩得
骨头都是软的……

然今日所见之山西，又是另一番模样。
我“跐溜”吃着凉粉，颇有乡野气息

的凉粉店里，人头攒动，马路牙子上一
溜的本地人捧着大瓷碗坐着大快朵颐，
爽朗的笑声间或传来。我也学着他们
席路而坐，手捧大瓷碗，享受那麻而不
油、辣而不刺、席卷万物生机滋味的凉
粉，与任何人无异。那种新奇和融洽光
是回想，就让我忍不住嘴角上翘。

那是一对老夫妻，一眼可见其皱纹
深刻、两鬓花白。此刻他们额头蒙着细
密的汗珠，一旋、一炒、一撒，行云流水
般，半是透明的凉粉在光彩中跃动。他
们那被岁月抹成黝黑的面庞，正浮动着
红云般的亮堂。那老太太见我长久地
立在他们跟前，双眼一笑就弯成一条
缝，问道：“给你来点小菜哎？”

我后来方知老夫妻从前是靠天收
粮的农村贫困户，在中央一级一级的指
导下，在专业人员一寸一寸的走访后，
政府派相关人员有如老师指引般，帮他
们寻到了制作凉粉这一条致富之路，从
此这个小小的店堂欢笑盈堂。这欢笑，
是一种有了期盼而焕发的生机，是一种
富裕之后的酣畅人生。

走出店门，沿路的黄花、小香葱欣
欣向荣，各地的生态优势和资源禀赋有
别，各政府“授人以财不如授人以才”的
引领着，当遍地开花结果的时候，小康
之路早已启程。

忽然，一阵熟悉的山西民歌旋律捉
住了我的耳朵：“你看那白发的婆婆，挺
起腰板也像那十七八……”不远处的人
家有个小伙正载歌载舞，身旁是手机和
光圈设备，他乘着自媒体的浪涌，倾泻
出青春鲜活的声音。他的唱词更是令
我忆起方才那对夫妻，是了，正是他们
身上那股干劲，让他们从早忙碌到晚，
不肯歇息，乐此不疲。

眼前一幕幕美好的场景使我沉醉
忘归。“大伙加油干啊！”田间不知是谁
喊的一嗓子，我看见了田间劳作的农
民，粗粝的五官，一种雄浑激越的美，飞
扬在天地之间。那声音里的真诚，让人
动情到为之折腰，几乎要与他们一起在
天地间呐喊！

我抬眼望向远方，那滚滚不息的黄
河，母亲般，仿佛在吟唱着“人说山西好
风光”……这次第，处处是小康。

我不禁为这热爱家乡的志气所鼓
舞，奔向自我的理想之路。此刻，我愿
意，以纸笔记录、以实践学习，亦能将这
山西大地上的胜景，将这片土地上，人
们对家国的赤诚热爱、对梦想的奋斗干
劲，到处传扬，让这些伟大的精神，去照
亮更多的人。

“涌来万岛排空势，卷作千雷震地声”
之壶口愈烈，我们都在路上，健步如飞。

指导老师：牛刚
专家点评：

黄河，山西，古老的中原大地，有多少
英雄，有多少伟大的情怀。而小作者却另
辟蹊径，写黄河边的平凡人生，写黄河边
的平民歌声，让读者感知到，最伟大的文
化，往往生长在泥土里，往往勃发在每一
个国民的心间，成为一个民族的声音，成
为一个大国的荣光。骆冬青（江苏省写作
学会会长、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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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
注销公告 南京农实慧肥料
有限公司股东于2020年 8
月 16日决议解散公司，并
于同日成立公司清算组，请
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
马 银 亮 ， 电 话 ：
13813136800，地址：南京
市建邺区南湖路盛世大厦1
幢227室，南京农实慧肥料
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0年 9
月8日
催告通知书 石幼生：你们
的户口挂在南京市建邺区
白龙江东街87号2栋2单
元103 室，为现房主姓名
崔司晨房屋所在地。根据
相关法律政策规定和该房
屋产权人申请，你们须将
户口迁出。自本公告之日
起60日内，如不将户口迁
出，公安机关将把你的户
口迁至社区（村）家庭户。
苏州普罗米斯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注册号
91320500MA1MUDYE
9W）经 2020 年 9月 1日
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
记机关申请注销，清算组
成员：何向东、唐健（联系
电话：13616213190）。请
债权人于45日内向公司
清算组申请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 遗 失 ※
遗失:南京凯瑞诗健身有
限公司法人章（张长河）一
枚，声明作废
遗失汪紫薇南工大浦江学
院 学 生 证 ，学 号 ：
2017070122，声明作废。
遗失江苏浩润电力工程有
限公司建筑业企业资质，
注册标号：D332062162、
D332062162。安全生产
许可证，编号（苏）JZ安许
证字（2015）032014。声
明作废。
遗失徐志浩南京工业大学
浦江学院 学生证，学号：
2018090304，声明作废。
方安君遗失医师执业证，
证 书 编 号 ：
141320104000150，声明
作废。
本人谭玉彬不慎将士官证
遗 失 ，士 官 证 号:
08030684616，特此声明。
遗 失 陈 永 强 军 官 证
9665505号，声明作废。
遗失周敏洁常州工学院学
生证，学号：17060737，声
明作废。

指导单位：江苏省文明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