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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依河作文夏令营继续走起！
激情漂流、竹筏放歌、洞中纳凉，都是夏天
最好的选择。清凉的彭水阿依河，等着你来！
许多孩子参加了重庆晨报主办的“大美重庆
生态之旅”作文夏令营活动，亲身体验加上老师
指导，他们的作文灵感迸发，亮点颇多。8 月的
作文夏令营之阿依河继续走起。让我们带着孩
子，
给他们一次完美的旅行，一篇灵动的作文。
在阿依河，不仅可欣赏原始自然风光，
漫步
在幽深峡谷，更有难忘刺激的漂流等你去体

验。在感受了竹筏放歌、浪遏飞舟、篝火晚会以
及神秘青龙谷、青龙洞景点后，
孩子们就可以就
地取材写作文了。上传到上游新闻作文板块
后，
由组委会评选出的优秀作文，
除了将刊登在
《重庆晨报》上，还可获得重庆晨报授予的权威
证书。如果作文能刊发到国家级刊物上，我们
还将进行额外的 1000 元现金奖励以及阿依河
景区年卡一张，全年无限次游玩！
两天一夜的行程，一定会让你终生难忘。

具体价格如下：
1.孩子单独出行，
优惠价 299 元；
2.一位家长陪同，
优惠价 699 元；
3.两位家长陪同，
优惠价 899 元。
如果自驾前往彭水阿依河景区，只要通过
我们的后台报名，即可享受重庆晨报读者自驾
游特别优惠：1.周一至周四期间，孩子免景区
门票，青龙洞或竹筏漂流费用买一送一，陪同
家长只需购买景区门票 100 元，就可享受青龙

情留阿依河

沙坪坝小学 2019 级（4）班 向科羽
“我的家乡有条河她令人难忘，美丽的峡谷风光
令人神往……”，苗家阿哥阿妹的对唱，清脆洪亮而
悠 远 ，使 人 不 舍 离 去 ，故 而 驻 足 谷 中 聆 听 生 命 的 激
荡。
天格外的蓝，形态万千的白云镶嵌在上面，点缀着
蓝天。我们参加了重庆晨报举办的“大美重庆，生态之
旅”作文夏令营，来到了令人神清气爽的风景旅游区
——阿依河。
我们踏着又长又陡的千步石阶逶迤而下，来到谷
底。一阵凉爽的清风迎面吹来，洗去身上的疲惫，汗水
亦随之而去。我们近距离地触摸着大自然，山水人相
融于画，时而几声鸟鸣久久回荡，那一刻我们的心灵静
了，
闭上眼我们已寄情谷底。
阿依河像一条嫩绿色的丝带，缓缓地向远方飘
去。坐上竹筏，逆流而上，两岸翠竹环绕，
悬崖峭壁犹如一把巨斧将天空劈开。划进

峡谷深处，峭壁如一幅连绵不断的画卷映入眼帘，有的
像婀娜多姿的苗家姑娘，有的像高昂的绝壁苍狼，有的
像仪态端庄的佛像……我们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把
它们刻画得栩栩如生。
就说绝壁苍狼吧，两只苍狼高傲地仰起头，强健有
力的爪子踩在峭壁上，神气十足，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
望向远方。来到峡谷尽头，峭壁一分为二，阳光透过狭
窄的缝隙洒落在河面上，形成了著名的“一线天”景
观。前行须臾，阿哥洪亮的歌声把我勾回现实，但是我
的心却依旧游弋其间，
流连忘返。
夜幕降临，我们欣赏了精彩的原生态苗族歌舞。
当广场燃起熊熊大火，篝火晚会开始了。我们手牵着
手，围成一个大圈，在苗家阿哥阿妹的带领下，载歌载
舞，欢乐的笑声飘荡在阿依河畔。
“阿依河梦中的姑娘
……”随着篝火燃尽，激情的一天结束了，但
山水之情却依旧萦绕心田。

邂逅青龙谷

大渡口区实验小学五年级七班 段彦希
青龙谷全长 1.5 公里，是阿依河景区中的一个峡
谷，也是中国三奇峡谷。今天，我就来观赏观赏，看看
这三奇峡谷到底有着怎样的景色。
进入青龙谷的路，是在高耸的悬崖峭壁边上。把
头稍微向外一伸，往下看一眼就能感受到来自悬崖的
威胁，让人不寒而栗。放眼望去，远处白雾缥缈，山川
若隐若现，多了几分未知的神秘感。
下山的道路走了一会儿，就慢慢变得平缓。靠近
河水，空气中散发出一股自然的凉气，令人不再眷恋家
里的空调，而是舍不得这山谷里特有的凉风。这夏日
的清新，
令人感到非常舒适。
又走了一会儿，前方出现了一个洞穴，里面黑漆
漆的，一眼望不到底。刚走进洞中，就被那扑面而来
的寒气所吓到。顿时，阴森森的气氛布满整个溶洞，
恐惧灌满了全身。我们行走在岩石旁边，若一不小
心就会撞在岩石上。而两条道路中间还夹着一条深
不可测的小河。我小心翼翼地行走着，不敢有丝毫
的差错。
突然，从洞顶落下来几滴水珠。我抬头望了望前
方，前方的水滴更多，累积起来就形成了倾盆大雨。这
下可糟了，我和哥哥都没有带雨伞，我可不想成为“落
汤鸡”
呀。
正当我们孤立无援时，背后传来了温和的声音：
“你们和我一起打吧，虽然有点挤，别介意。”我激动地
说：
“ 谢谢姐姐！”这伞并不大，可在行走过
程中，我却没有淋到一点水滴，原来是姐姐

故意将伞倾斜于我们这一边。我十分感激，连忙谢谢
姐姐。
我大致看了看这位热心的姐姐。她长得特别高，
大
概一米七，
戴一副眼镜，
笑容甜美，
说起话来十分温和。
看来，我又结识了一个新朋友。随后，我又认识了
姐姐的妹妹。一路上大家伴随欢声笑语，把花草树木
当作伙伴，在大自然中领悟友谊的真谛。
第二天，我们结伴一起进入青龙洞去一睹溶洞的
美丽。
一进溶洞就会看见许多大小不一的石钟乳、石花、
石笋等奇妙的景观。而这些石钟乳、石花旁边还有许多
彩灯，更是添加了一抹亮色。那些可爱的石钟乳，在我
眼里倒像是一座座陡峭的山峰，
不过是迷你版的。洞内
寒气逼人，但对于我们来说，这无疑是夏日最好的犒
赏。道路两旁的石壁凹凸不平，
但一点也不影响美丽的
景观，
这些石钟乳倒不像自然形成的景观，
如此规律，
如
此光滑，
倒有点像人工栽培的。
大家边走边拍照，
对未知的美景充满了期待。
走到终点，我们被前方那震耳欲聋的瀑布声所吸
引，洞顶的瀑布奔流而下，向水池冲去，我们即使在黑
漆漆的洞中，也能感受到那令人不寒而栗的磅礴浩荡
之势，
令人久久不能忘怀。
走出青龙洞，
此次阿依河之旅也该画上一个句号了。
“山色秀美友情深，话别执手泪染襟。”难忘的旅行
终有终点，让我们勿忘秀丽的美景，珍藏这段美好的回
忆，
期待着下一段旅途的开始……

渐至佳境

重庆南开中学高 2018 级 夏小婷
渐至佳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同在一条曲折清
幽的小径上嗅到一丝淡淡的花香，寻着花香前进，走啊
走；渐至佳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同在熙熙攘攘的
人群中苦苦寻觅，无数次回眸，无数次转身，一步步靠
近……
读书亦是如此。
暑假，室外炎热异常，一本书被举在眼前，我仰躺
在松软的沙发上，享受着空调带来的凉爽，凉飕飕的风
悠悠刮来，但我的心甚是烦躁。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
夜……”单调乏味的语音在粉刷得灰扑扑的房间里回
荡，被无数次拉长，窗外的阳光从窗帘的间隙中刷地一
下刺在了地上……苏轼的《记承天寺夜游》并没有激起
我内心深处的狂澜，而我为背诵久久苦恼着，心里还想
到，
《记承天寺夜游》也不过如此嘛！
“大家翻开《记承天寺夜游》，自己先结合书中的注
释翻译一遍！”一节语文课上，如往常一样，我翻出草稿
本，在纸上草草乱书几笔，除了几句不那么容易懂之外
都还轻松。我长吐一口气，嘴角上挂着一丝不易察觉
的微笑，心想是将它搞定了。之后又将文章读了几遍，
这篇文章无非是写作者入夜时忽然心血来潮
下床散步罢了，就连散步时的庭院之景也是几

笔就挥过去了。我不懂这篇文章有什么特色，而且竟
无苏轼“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的英雄气
概，
到底有何过人之处呢？
翻译课文之后，无意间谈到“怀民亦未寝”，之后老
师就念道：
“‘怀民未寝？’
‘怀民亦未寝’？……比较一
下这两句话感情色彩有何不同？”于是教室里传来细细
的嘀咕声，我也反复叨念道。渐渐地，感到一种欢快、
欣喜之情隐隐散发于文字之间。此时我感觉，微微一
阵清香扑面而来……
“欣喜，与怀民情趣相投的心有灵
犀。”我像被人推进刺骨的冰水里一般，狠狠地被打击
了。原来，我如此肤浅！
之后，
了解了相关历史之后，
我微微领略到了，
苏轼
遭流放后的一丝孤苦寂寞，也是很强烈的寂寞，也明白
了最后一句
“闲人”
既有自得也有作者的自嘲，
而非我最
初单纯地认为的
“有闲适心情的人”
或
“没事做的人”
；
甚
至看相关书籍上说文本写法很有特色，
“不着一字，
尽得
风流”，写庭院的月光时不沾一个“月“字却把月色之皎
洁写得淋漓尽致，
而我最初却对此浑然不知……
我在渐至佳境的路上，踏着微风，曲折穿梭，也许
道路上布满荆棘，但终点那醉人的花香值得我
为此付出。

洞和竹筏漂流费用全免。2.6 月-8 月周五—
周日，全日制大学、中学、小学学生可凭学生证
享受阿依河门票、青龙谷各项目、乌江公司旗
下 各 酒 店 、乌 江 画 廊 游 船 挂 牌 价 7 折 优 惠 。
（注：学生证仅限本人使用，即门票一证一票，
酒店一证一间。
）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 8 月 30 日
报名联系电话：吴老师 18523743214
本报记者 唐国利 见习记者 吴思倩

面具
——读《家》后有感
重庆市第 11 中学高 2019 级（19）班 王迅
“夜死了，
人们躺下来，
取下他们白天里戴的面具。
”
那是在封建社会下，人们必须这么做。哪怕出于绅士家
庭，无论是老爷小姐，还是丫鬟管家，对着外界，都戴着不同的
面具。因为身份，面具各不相同——少爷总要对上面尊敬，不
可无礼，哪怕是遇上自己深爱之人，也只可听从家里。大少爷
觉新，便是这样一个鲜活的例子。那样深爱表妹钱氏的他，因
为家庭的需要，只能沦为爱情的牺牲者。那样热爱化学的他，
因为家庭的需要，只能沦为精神上的失意者。因为生于绅士
家族，生得愈富贵，责任越大。责任越大，失去的就越多。他
只有终日活于面具之下，一个让他忧郁、悲伤、帮他掩饰住愤
怒，
也让他渐渐喘不过气的面具。
鸣凤，也是活在面具下的典型代表。十六岁，本应是花一
般的年纪，却成为了婢女。活在他人之下，没有尊严。可她又
有什么办法，自己不过是一个下人。不能爱，不敢恨，只能老
老实实做好自己的本分。她只能活于面具之下，她无法左右
她的命运。人，有的时候似乎只能认命。她要把她所有的负
面形象隐藏，隐藏在她白天厚厚的面具下。有时生活会把她
压得喘不过气来，但一切只能由她自己承受。因为，爱与自
由，
本不属于她……
当时的社会下，太多的是非充斥着人们的生活。真实的
自我在大家的批评和嘲讽下是无法表露的，于是只能戴着面
具出行，快乐、悲伤、愤怒……都被很好地掩饰。他们拥有了
面具，就不敢再奢求自由，一言一行受着面具的指引。只有在
深夜，
才能摘下面具，
回归真实的自我，
享受片刻自由。
现在时代虽已改变，但有的人仍然没能放下面具。对物
质的追求，让很多人不惜失去本我，重拾面具，以一张虚伪的
脸去夺取，能得到，却失去更多。面对不同的人，戴着不同的
面具，乐此不疲地切换着各种模式。可他们却不知，面具太
多，原来的脸，会腐烂，会消逝。可能多少年之后，将再也找不
回当初纯真的自己。
抛下面具！这是千百年来所有人的心声。抛下面具吧，
扔掉虚伪，回归一个真实的自己。人，可以失去一切，但不可
失了心。

阿依河风情

江北区华新实验小学校四年级（6）班 李栎言
今年暑假夏令营，我来到了彭水阿依河景区，在那里，我
领略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美景。
在阿依河最不能错过的，就数在青龙谷中乘坐竹筏了。
我们从位于山顶的入口处沿千步梯走下来，脚都发软了，头上
还顶着个大太阳，弄得大家苦不堪言。但是，青龙谷那汪碧绿
的潭水和坐上了竹筏的兴奋感却让我们叫苦不迭的心情挥之
即去。
坐在竹筏上，虽然脚不软了，可头顶上的炎热却依然没有
散去，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竹筏漂到湖泊中段时，我们竟然
吹上了“空调”！这股风是从哪来的呢？听导游解释，那是因
为附近有一个洞穴，洞穴里有许多凉风顺着空气流动出来，给
周围带来一丝清凉。
突然，我感觉到仿佛有雨滴从天而落，抬头一看，原来是
从山上淌下来的泉水，让你感到好像是走进了《西游记》里花
果山的
“水帘洞”
。
虽然景色很美让人不舍离去，但我们还是乘着竹筏继续
前行。导游告诉我们，右边的石壁上有苗族人丰收的景象，我
一看，真是这样，石壁上有南瓜、红薯、小鱼……千奇百怪，形
态各异，让人回味无穷。返回的途中，导游和船夫清脆的歌声
让人陶醉向往。
阿依河是苗族人的母亲河，承载着苗族人千年不变的热
情和风俗，让源源不断的游客流连忘返，惊叹不已。

本报记者 林祺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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