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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交通年”征文优秀作品选登
(高中组 二等奖)

(初中组 二等奖)

珍惜生命 拒绝酒驾

仅是一刹那

湖北信息工程学校 李静欣

漳河中学 李瑞昊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这
句宣传标语在越来越重视交通安全
的当今社会可以说是广为流传、妇
孺皆知。 在信息社会的今天，哪怕是
不会开车的人都知道， 一本驾驶证
每年只有十二分， 一次酒驾就会扣
光一整年的分， 醉驾甚至要接受审
判处以拘役。 为什么不能酒后驾车，
因为酒精会麻痹人的神经， 让行动
力逐渐丧失，五感变得混乱，精神变
得疲劳，甚至连颜色都辨识不清。 这
种危险的身体状况， 怎么可能开车
上路呢？
这些酒驾的司机什么道理都懂，
可他们依然抱着侥幸心理！ 是的，就
是“侥幸心理”，“侥幸”是一种偶然，
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幸运，而“侥幸心
理”却是对自我行为的欺骗！ 这些人
自大且虚荣，他们对自己有着盲目的
自信，他们对酒量自信，对车技自信，
所以明知道不可以酒驾，他们依然选
择开车上路，明知道醉驾危险，依然
无视亲朋好友的规劝！
一次酒驾的安然无事让这些人
对于
“侥幸”深信不疑，于是有了第二
次、第三次以及无数次，直到悲剧发
生才知道后悔！ 后悔什么呢？ 每年因
为酒驾导致的车祸数以万计，有天真
无邪的孩童， 有前途光明的青少年，
有慈祥和蔼的老人，他们有的依然纯
洁无辜， 有的正在追逐青春梦想，有
的期盼阖家幸福……酒驾让他们失
去了一切，这些痛心疾首的事情难道
是一句后悔就能原谅的吗？ 世上没有
后悔药，时间不可能回溯，悲剧不可
能卡带重来！ 可在一切还没有发生的
时候，及时悬崖勒马还来得及！ 收起
你的侥幸心理，正视交通法规，珍惜
自己，珍惜眼前人，家庭圆满才是真
正的幸运！
醉酒驾车导致车祸的新闻事例
太多了，也许在新闻上看到了，你会
感叹，会唏嘘，却不会感同身受，不会
明白那哭得撕心裂肺的家属心头的
痛苦。 而我，有着那么一桩亲身经历，
让我后怕至今，明白酒后驾车背后的
危险性！
四五岁的时候， 我还不大记事
的年龄，唯独这件事，每一个细节
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怕是一辈子也
不会忘。 这就是一起醉驾导致的事
故，我的父亲，就是那个无视交通
法规、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心存侥幸
的人。
那天父亲真的喝了很多酒，我不
知他的酒量如何，但我记得那天他走
路都有些歪倒了。 酒没醒就骑着摩托
车，让我坐前面，把我抱在怀里，到姑
姑家去。 一路平安无事，直到途经一
个坡度很陡的路段，路边堆着施工用
的砖块，在不远就是姑姑家了，变故
却就这么突然地发生了……
一块小小的砖头，一段走过无数
次的坡道，这些本来都普普通通不足
以难倒父亲的障碍却在他被酒精侵
蚀大脑、应变能力变弱的时候，成拦
路虎！ 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父亲因
为酒精变得迟缓的身体根本不足以
支撑他重新掌控因为一块砖头失去
平衡的龙头把手。

摩托车倾倒的瞬间，我甚至还不
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看到父亲的眼镜
远远甩向了马路对面，我闻到铁锈般
的血腥味，我感受到压在我背上的父
亲的重量，唯独没有的，就是疼痛。 危
险来临的那一刻， 父亲紧紧抱住了
我，摩托车横压在他身上，鲜血不知
从哪里流下， 覆盖了父亲的整个脸
庞，再辨不清原本的肤色。
父亲紧闭着眼睛，似乎是昏厥了
过去。 我害怕极了，我哭喊着，挣扎
着，我从父亲身下爬出来，捡回他的
眼镜，颤抖着给他戴上，我不知道我
该做什么，我只是想叫醒他，我想要
他看看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那
时我还那么小， 四周一个人也没有，
我只觉得仿佛天都塌了。 那是我最绝
望的记忆，我对整个事件的记忆也到
此为止了。
我最庆幸的就是父亲没有受太
重的伤， 我的家庭依旧是幸福美满
的。 可我每一次回想起都是一阵的后
怕，我多么庆幸那时父亲只是醉酒失
力，被路边的石头绊倒，这才有了我
们的幸运。 如果，如果那天发生的是
更严重的事故， 如果我们撞到了人，
撞到了车，或者车速更快一点，父亲
会怎么样，我会怎么样，我们的家人
会怎么样， 无辜受累的人会怎么样，
他们的家人会怎么样？ 我不敢想，真
的不敢想！
正因为我有这样特殊的经历，
我才更能体会在酒驾的悲剧后面，
是无限的悲痛和哀伤， 这些受害者
的损失谁来偿还，又如何偿还，如何
让生命重回？ 心灵的创伤如何修复?
那些酒驾的人可否想过发生这样的
事情是多么糊涂， 这样的行为多么
令人厌恶！
我曾经看过网络上的一段发言，
网友认为驾车人“撞死人”虽然不是
出于直接故意，但他明知自己的行为
会发生危害， 甚至可能剥夺他人生
命，但放任自己的行为，导致他人死
亡，因此涉嫌间接故意杀人！
我认为，酒驾的根源在于酒驾者
本身，喝酒本无错，喝了酒还开车上
路就是错，而喝醉了酒开车的人无异
于谋杀！ 尊重生命尊重他人也尊重自
己的生命， 是生命进程中的伴随物，
也是心理健康的一个条件。 侥幸心理
就是不健康的心理表现，抱着侥幸心
理的人醉酒后开车上路，一旦悲剧发
生，伤害自己，也伤害他人！ 这种伤
害，是法庭上的一句忏悔就能抹平的
吗？ 这种伤害，是一把泪水一句对不
起就能原谅的吗？ 这种伤害，是金钱
能够补偿的吗？
我还曾经看过这样一句话：酗酒
开车是驶向死亡与坟墓的选择。 酒固
然美味，一旦其变了质，或许存留在
生命里的会是那滴滴鲜血染成的痛
心泪！
让我们拒绝“桌上的一杯酒，轮
下的离别愁”；让我们谨记“宴席桌上
把酒推，平安驾驶比酒贵”。
希望所有的司机都能珍惜生命，
拒绝酒驾， 做到真正的开车不喝酒，
喝酒不开车！
（

指导老师 胡立华 ）

我们得意着，我们不屑着，但仅是那一刹那,
我们哭了，我们后悔了。
—
—— 题记
朋友，你死过吗？ 你知道死后会怎样吗？ 你会
飞上碧霄，但你到底是后悔地走，还是安心地走呢？

我死了
“
我，我……这是死了吗？”看着我的身体，明
明是那么熟悉，为何又显得那么陌生？
“
他们也死了？ ”我向旁边望去，我的几个
好友也躺在地上，周围的警察和医生不断地忙
—我死
碌着，听着那喧嚣的警笛声，我知道——
了！
当我看到一对中年男女迈着急促的步伐
向我的身体走来时， 我瞳孔微微一缩，“别，别
过来！ ”我大叫一声，可是他们听不到，当我看
到父母在我的尸体前跪下，痛哭，甚至母亲都
昏了过去，我抱头痛哭起来，“爸，妈，我……
我，我，对不起你们！ ”我几乎把嗓子喊哑，泪水
不断地涌出， 心脏仿佛被一只手使劲地捏着，
当我哭到开始大口喘气时，我才想起到底发生
了什么。

小聪明
两小时前。
“
喂，好，我要到了，嗯。 ”我此时正边跑边打
着电话，收到好友聚会的邀请，自然是欣然赴约。
“
在这！ ”当我在寻找他们时，一道熟悉的声
“
去哪啊？ ”我问
音在身后响起。 我与他们会合，

道。“
嘻嘻，先去吃一顿。 ”小明道。
快，马上就要关门了。 ”一位好友在前方焦
“
急地嚷着。
“
等等，我知道一条近路。 ”我得意地说。
“
好，走。 ”大家一起跟着我大步向前走。
“
这，你确定走这里？ ”一位好友看着眼前一
条高速路，犹豫地问道。
“
没事，只要看好车，保证没事。 ”我满脸不
屑。
“
这……”他仍在犹豫。
“
不走算了。 ”我显得有些不耐烦。 便向前跑
去，其余人看我去了，也跟了过去。
然而，就是这一刹那，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随着
“
砰、砰、砰”几声，几辆车几乎同时把我们撞
飞了出去。
我感到浑身都是痛的，喉咙中有一些液体堵
着，我感觉我的骨骼都碎了一般，一股鲜红的液
体把柏油路染成斑斓的图画，从车上下来的几个
人正在向我们跑来……
“
我被撞了吗？他们也被撞了吗？是我害了他
们！ ”这是我闭眼前最后一刻的想法。

对不起
思绪翻回， 我突然发现我身旁又多了一些
“
人”，正是我的好友，他们也在痛哭，也在迷茫，
那通红的眼眶中，仍闪着那悔恨的泪光。
“
遵守交通秩序，保障人生安全。 ”我脑中突
然闪出这句话，回想当时的不屑，我想到今天了
（
）
吗？

指导老师 谢玉宝

尊法守规 文明出行
石化中学 梁乐彤
小时候，爷爷告诉我，我们头顶黑夜中的星
星都有属于自己的主人， 象征着每个主人的生
命，当主人生命消逝时，那颗星星变会如同流星
一般划过天际陨落大地，那时正趴在爷爷腿上的
我，幻想着在那茫茫天空中会不会有一个会魔法
的小仙女正挥舞着她的魔法棒守护着充满星星
的银河，大地上又会不会有将士守护着住在流星
花园里的人们，现在的我想想生命好像如同蝉翼
般脆弱。
我们一岁时便学会了走路，穿梭于这大千世
界，渐渐长大的我们，真的学会走路了吗?
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因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最
多的国家，每年因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达到全世界
的 20%, 其中中小学生和儿童占了死亡人数三
成左右。 我国每年有超过 18500 名十四岁以下
儿童死于道路交通事故。
就说近期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吧， 一名肇
事者在出碧桂园凤仪湾北门之后， 无视交通法
律和交通规则飙车，无视双黄线左右穿插超车，
驶向对向车道， 撞向正常行驶的车辆并推行五
十多米，致人死亡。 这起交通事故给双方家庭造
成了多大的痛苦啊， 这些事故难道真的不可避
免吗?
望着他们的亲人抱头痛哭，跪在地上望着天
空大声呼喊:
“
为什么对我的孩子不公?” 我眼前
浮现许多车祸现场的情景，也许那些死于非命的
人也会死不瞑目， 在哀叹中告诚我们珍惜生命，
遵守交通规则，这也许表明了他们的悔恨，他们
领悟到生命在于你对它的珍惜。
每一次悲剧的发生， 看着他们痛苦的挣
扎，皮肤上带有血迹的泪痕，以及行人同情的
目光，这时的我们是否也领悟到生命的真谛?
我们应自觉尊法守规，时刻牢记交通法规，文

明开车，确保行车安全，提醒我们的父母不酒
后驾车、不疲劳开车、不开赌气车、不开超速
车、不开带病车、不来急躁车、不开超载车。 过
马路走斑马线，牢记红灯停、绿灯行、靠右行，
不与他人在过马路时嬉闹， 严格遵守交通规
则……
日常生话中， 许多人不注意交通安全，司
机看见红灯仍然不计后果，一跃而过，飞跃而
过后留下飘扬的尘土，但你真的觉得那些尘土
仅仅只是几粒尘埃吗? 它才没有那么简单，它
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你看不到的恐惧与悲哀，喝
酒驾驶的司机在昏昏沉沉中迎来了飞天横祸，
当我看见“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的标语
时，我在想你会不会无地自容？ 难道在你们眼
里这真的仅仅是一张微不足道的白纸吗?你们
是否明白，这张白纸的背后，有多少人撕心裂
肺，痛不欲生？
生命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无论是衣着昂贵
的商人，还是衣衫褴褛的乞丐；无论是知识渊博
的大学生，还是目不识丁的文盲；无论是老者还
是孩童，都不会因为你的身份而改变，也不会因
为同情你而让你再生， 当天空中再多一颗星星，
空中多一声啼哭， 我们便肩负着珍惜生命的责
任，我们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更应该珍惜自己
的生命，一位哲人说过，
“
人生只有昨天、今天和
明天。”生命那么短暂，我们更应敲响交通安全的
警钟!
车行万里路，走好每一步，但愿人长久，千里
路畅通。
生命是宝贵的，唯一的，世界因生命更加
精彩，让我们一起尊法守规明礼，安全文明出
行。
（

指导老师 伍佳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