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特别报道

2018 年 7 月 6 日 / 周五
编辑：陈春艳

“文明交通年”征文优秀作品选登
(高中组 二等奖)

那句忠告

做尊法守规明礼的荆门人

湖北信息工程学校 魏子俊 贾永龙

湖北信息工程学校 鲁慧玲

小安晃了晃混乱的脑袋， 四面传 耳朵里以隔绝这烦人的唠叨。 而那张
来的鸣笛声震得他耳膜生疼。 他像是 “安全通知单”也被他随手一扔，飘落
刚睡醒似的，记忆模糊不清。 唯一清楚 在地。
记得的是自己先前还戴着耳机哼着歌
不一会儿，下课铃响起，学生们
一个个争先恐后地冲出教室，小安自
走在回家路上。
他站起身，随即下意识摸向耳旁。 然是首当其冲。 班主任的声音还在身
“咦，耳机呢？ ”小安心里一慌，急忙在 后 回 响——
—“大 家 一 定 要 注 意 安 全
身上摸索，结果一无所获。“完了！弄丢 啊！ ”
了！ ”小安心中一阵懊悔。 那个耳机是
小安冲出校门， 随后又把耳机音
他最心爱的耳机，并且价值不菲。
量加大几分， 然后哼着歌欢快地走在
“唉，我怎么这么不小心呢，把那 回家路上。
‘出狱’的感觉真好啊!”小安满
么重要的东西都弄丢了！ ”小安唉声
“
叹气沮丧地往前走。 忽然又是一声刺 意地掏出手机， 边走路边听歌边聊
耳的鸣笛， 仿佛就在耳边炸响似的， QQ,好不快哉!他熟练地绕过一个拐
小安这才一惊，随后抬起头来，发现 角，甚至连头也不抬，因为这条路他自
自己身旁人山人海。 不过那些人都被 以为非常熟悉。
但就在他拐弯时， 一辆卡车正朝
拦在警戒线外，他们无一例外地伸长
着脖子看向自己这边，这不禁使小安 他当面驶来。 司机拼命踩着刹车，按着
感到毛骨悚然。 而先前那声刺耳的鸣 喇叭。 可小安既不抬头，也听不到鸣笛
笛是自己前面的这辆救护车发出的。 声……
小安又感到一阵庆幸，如果不是这声
车祸就这样发生了。
鸣笛，自己再往前走两步就撞上救护
现在， 小安才感到生命的珍贵，可
他已是亡魂，除了后悔还做什么呢?
车了。
“
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人声嘈杂，小安皱眉继续往前走，
脑海中突然响起这句话， 就是那
边走边努力回想着先前的记忆。
“先前……是在放学……自己冲 句听了千百遍的话， 听得人人不耐烦
出校门……在回家路上……来了一辆 的话，听得耳朵都起了茧子的话。
车……”
自己却一次也没有放在心上……
然而就在小安将要想起关键的记
记忆开始慢慢变得模糊， 身体仿
忆时， 一阵混乱的人声将他的思绪打 佛也在慢慢消散。
乱了。 小安不禁向那声源处怒视，那边
自己是时候离开这个世界了吧……
的景象让他惊呆了。
小安把最后一滴眼泪留下， 然后
视野里，一辆卡车出了车祸，撞向 世界无影无踪、眼前一片漆黑，又似乎
一旁的围栏。 车头因撞击已扭曲变形， 有点光亮透进来。
一群交警围着卡车手足无措。 但诡异
“小安!”一声熟悉的叫喊产传进
的是，地面上，有一条长长的血迹，竟 耳内，小安猛然睁开眼，看见的是同桌
从卡车车轮处一直延伸到自己的脚 的脸。
“离放学就五分钟了你还能睡着?
下。
小安心底油然生起一阵恐惧，他 醒醒吧兄弟!”同桌笑嘻嘻地说。 小安
心里愈发不安。 他转眼看向人群，却猛 盯着他看了半天，又想哭又想笑，最终
然看见了爸妈！
还是扑哧一声笑出来。
爸妈满脸泪水， 声嘶力竭地冲破
“重生”的感觉真好啊! 小安觉得
了警戒线奔向了车祸现场。 这时候，有 身边的一切都非常亲切。
两名医护人员从车祸现场抬着担架十
“
家庭作业带好没有? 还有发的单
万火急地赶过来，跑进救护车。
子看完要让家长签字，都记住没有？ ”
小安身体突然一软， 然后踉踉跄 班主任又在重复那烦人的话语， 小安
跄地退后几步，倒在地上。 他感到一阵 却不再感到厌烦， 甚至觉得有些和蔼
巨大的头晕目眩，而又睁大着眼，泪水 可亲。
止不住地往外淌。
课桌上正放着那张“安全通知
他 心 里 哪 还 有 先 前 的 沮 丧 ， 懊 单”，上面的第一条就是“注意交通安
悔、恐惧、绝望、悔恨充斥着他的心。 全，走路时不看手机、听音乐”。 小安把
因为他看清楚了，担架上那人，虽然 它仔仔细细地读了一遍， 然后折好放
血肉模糊， 可紧紧塞在耳朵里的耳 书包。
机却醒目无比——
—那正是他丢的那
欢快的下课铃声这时候响起了，
个！
小安不慌不忙地起身，同桌却急不可
现在，他已是个亡灵了。
耐，欲第一时间冲出教室。 小安一把
爸妈从他身边狂奔过去， 哭喊着 拉住同桌，同桌回过头不满地看着小
去追那辆救护车， 而他甚至连对他们 安。
说再见的机会也没有了。
“你别急，安全最重要。 把耳机取
现在除了后悔还能做什么呢？ 小 了，走路别听歌玩手机!”小安说。 同桌
安闭上眼，生前的一幕幕浮现在脑海， 顿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想：这个
模糊的记忆也慢慢变得清晰。
平时比自己还急的家伙怎么睡个觉后
那是在三十分钟前。
变得和班主任一样唠叨了? 但最终他
“还有十五分钟下课， 都急什么 还是听从了小安的忠告。
啊？ ”班主任尖锐的声音回荡在教室，
班主任还站在门口， 当小安和同
不耐烦的噪声依然连绵不绝。
桌从班主任面前走过时， 那句话又蹦
“
家庭作业带好没有？ 还有发的单 了出来：
“
大家一定要注意要全啊!”
子看完要让家长签字，都记住没有？ ”
这一次小安一定会将这句忠告牢
依旧是那一遍遍的唠叨， 听得小安耳 记在心里。
（
）
朵都快起茧子了。 他干脆把耳机塞进

指导老师 许小红 周尚宝

“珍爱生命,遵守交通法规,从我做起!”
这是我们很早就知道的标语。 但在今天,在荆
门城市飞速发展和建设的过程中, 还有几个
人把这句话记在心里, 真的做到过零违反交
通法规呢?扪心自问,我就没做到过,我曾因
为赶时间闯过红灯。 不过还好， 我并没有受
伤,现在想想,当时我真的很幸运。
,
,
我以前看过这样一篇报道,2016 年 2 月
25 日 7 时许，207 国道荆门市殡仪馆附近发
生一起惨烈交通事故。 在 207 国道交通事故
现场，一辆红色大货车侧翻在路边，车身将路
边数棵行道树压倒，前车轮被撞歪，右前轮卡
在路边沟渠里。 一辆大货车横在马路上，车头
右侧有明显撞击痕迹，车门变形，货车车头与
车尾各卡在沟渠里。 据网友介绍，该事故可能
是因为路面有水车辆打滑， 加上司机疲劳驾
驶造成的。

不尊法守规 疲劳驾驶 付出惨痛代价

不讲文明 ，不懂谦让 ，交通事故伴随着你

还有一则新闻说的是：2011 年 3 月 8
日晚。 当日 20 时许，白云大道白云大桥招待
所门前，发生一起的士与摩托车相撞的交通
事故。 一目击者介绍，当时一辆沿白云大道
由北向南行驶的的士与一辆由南向北行驶
欲向公路西边的摩托车在大桥北端会车,对
方均减速会车，不知怎么回事，两车撞到了
一起。 目击者估计，会车时，两车驾驶员都以
为对方会让行，结果都没让，最终撞到了一
起。
虽然没生命危险， 但那个开摩托车的男
子免不了要遭罪。 那个开车的的士司机，也免
不了要破费，他们内心谁都不愿意弄成这样，

后来想起应该会后悔吧。 如果当时，他们哪怕
有一方想先礼让对方， 只需轻轻转一下方向
盘，一切都迎刃而解,后来的那些悲剧也不会
发生了。 通过这次经历，相信他们以后会更加
严格遵守交通法规、讲文明、懂礼貌、懂得谦
让他人， 同时也警示着我们要更加懂得遵法
守规明礼的重要性。

尊法守规明礼 ，远离交通事故

最后一个是我亲眼看到的交通事故。 一
个路口，没有栏杆，也没有红绿灯，专门给车
子掉头用的, 我想到对面超市去， 因为比较
近，不用绕远路，正准备横穿马路时，我停住
了，遵守交通法规，该走斑马线。 就在我转身
离开时，那个弯道上两辆小车撞在了一起，前
面车子的人从车上下来， 跟他后面那辆车车
主争吵， 隐隐约约我好像听到“你撞到我车
了”“
追尾”什么的。 当时，我就在想，还好，我
没有横穿马路，遵守了交通法规，不然我就很
有可能受伤了。 所以请谨记“尊法守规明礼，
安全文明出行”, 这样我们才会有一个安全、
健康、便利的生活。
尊法守规明礼不仅能让你成功避开交
通事故， 还能让你的生命安全得到保障；反
之如果你不尊法守规，礼让他人，就会使你
自己痛苦，还会让他人痛苦。 所以为了避免
悲剧的发生，请大家一定要意识到尊法守规
明礼的重要性，安全文明出行，让我们荆门
的交通事故越来越少，相信荆门的明天会越
来越好！
在此，我想说：朋友们,让我们行动起来
吧！ 做一个尊法守规明礼的荆门人！
(
)

指导老师 季光嗣

文明从我做起
湖北信息工程学校 周立早
一个个的小家庭组成的一个大家就是
国。那什么是家呢？就是由一个一个成员而组
成。 所以，一个国家中人最重要。 只有当每一
个人都具有了文明素质， 那么这个国家的整
体素质才能提高。
不久之前，曾看到这样一则报道，说的是
新加坡，新加坡是一个通用英语的国家，这个
国家的公共场所各种标语大多是用英语书写
的。 但是其中的一些文明礼貌的标语，如“不
准随地吐痰”
“禁止吸烟”“不准进入草坪”“不
要在文物乱涂乱画”等却是用中文写的。 为什
么呢？ 大家回答：“因为大多数有这些不文明
行为的都是中国大陆游客。 ”为此，到新加坡
考察的一位中学校长语重心长地说：“不文明
的行为也是国耻啊！ ”
不知大家是否记得，三年前中央电视台
报道，国庆节后的天安门广场，随地可见口
香糖残渣； 有的地方不到一平方米的地面
上，竟然有 9 块口香糖污迹，密密麻麻的斑
痕与天安门广场的神圣和庄严形成了强烈
反差。
以上的两个事例表明， 文明其实是由细
节构成的， 反思我们的所为可见文明离我们
还有一段距离。
在我们身边，在一部分同学身上，还存在
着一些不文明的行为。 例如， 在我们的校园
内、 楼梯上总能看到与我们美丽的校园极不
和谐的纸屑，尤其星期天的教室内食品袋、纸
屑随地可见，甚至有的同学就认为：反正有值
日的同学来扫地，扔了又没啥事，看到了垃圾

也不知道弯腰捡捡； 再例如有的同学在教室
走廊上追逐打闹，走路推推嚷嚷也习以为常；
还有部分同学相互之间出口成“脏”、讲粗话，
甚至有的同学在桌子上乱刻乱画故意损坏学
校公共财物。
我们很多同学把文化知识的学习放在首
位， 而这恰恰从本质上展现出一个人的思想
品质。 事实上，良好的行为习惯，是保证我们
顺利学习的前提，也是树立健康人的基础。 在
学校没有良好的行为习惯的同学就可能目无
纪律，不讲卫生，扰乱班级的学习环境。 相反，
如果我们养成好的习惯， 学习环境就一定是
良好的、有序的。
现在， 我们正处于人生中最关键的成长
时期，我们在这个时期的所作所为，将影响到
我们自身以后的素质。 所以，我们首先应该做
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不能做一部单纯掌握知
识技能的机器， 而要成为一个身心和谐发展
的人。
代表民族未来的我们， 需要去学习和继
承的东西有很多很多，然而最基本的问题是：
我们要怎样去接过人类文明的接力棒。 同学
们，我们每播下一个动作，将收获一个品格，
让我们把文明礼仪放在心上时时刻刻与文明
交谈，用它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千万不要把文
明行为习惯看作小事。 让我们从现在做起，从
自身做起，从我们点点滴滴的小事着手，养成
一个好的习惯，做一个文明学生。 让我们一起
营造出一个文明美好的校园吧！
(
)

指导老师 唐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