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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金秋时节，粮食丰收。从播种到餐桌，每一粒米都要经历漫长等待，而浪费，只不过在一念之间。“餐饮浪费现象，触目惊心、

令人痛心！”为杜绝舌尖上的浪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让我们行动起来！

放学回到家，我感到有点累，倒在床

上，就进入了梦乡。在梦里，我发现身边

的东西红红的，仔细一看，我来到了番茄

王国。

时间在静静地流淌着。不知过了多

久，一辆卡车向我们开来，应该是领我们

去归宿地吧。果然，他把我们摘了装筐，

卖给了饭店的老板。在饭店里，我和我

的同伴们舒舒服服地洗了个澡后，就被

切成了番茄块。然后，厨师把我们和鸡

蛋一起下锅，炒成了美味的番茄炒鸡蛋。

当我被端上饭桌时，激动不已，想到

自己就要成为人们口中的美食，一种成

就感油然而生。想象总是与现实相违

背。一桌人在推杯换盏、酒足饭饱中，都

下了餐桌，我还没实现自己的愿望。到

了收拾餐桌的时候，我还静静地躺在盘

中。

收垃圾的来了，我和我的同伴被倒

进了垃圾桶。厨余垃圾不只是我们，还

有一些伙伴：没吃完的香蕉，吃了一半

的肉……蔬菜们躺在里面哭泣，汤汁们

在里面流着伤心的泪。人类，你们为什

么浪费？这是农民伯伯辛辛苦苦种出来

的，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结果，农民伯伯

看到多伤心啊！我们作为食物，多寒心

呀！

昏昏沉沉中，我们被带去了垃圾填

埋场。在这里，我看到了巨大的铲子，将

我连同其他的厨余垃圾，被厚厚的泥土

盖上。渐渐地，四周的臭气裹挟而来，压

得我开始窒息、头晕，开始缺氧。悲哀

呀！我们本想为人类作出应有的贡献，

却发现结局是这般下场。妈妈呀，救救

我，我快要死了……

起床的钟声将我唤醒，我发现原来

是一个梦。早餐时，我对妈妈说：“妈妈，

浪费粮食是可耻的，我今后再也不浪费

粮食了！”妈妈笑了，笑在心里。

德阳市罗江区深雪堂小学

六（6）班 伍文伶

指导教师 周辉

我，一个小小的红薯，经过农民

伯伯的悉心呵护，加上日精月华，终

于变得丰盈。想着将会成为人类的

美食，我的心里就乐滋滋的。

我被农民伯伯卖给一位老奶

奶。在老奶奶家，我看到许多食材：

韭菜妹妹、肉串哥哥、蔬菜姐姐、土

豆弟弟……互相寒暄后，我才得知，

原来老奶奶的孙子和他的朋友们要

野炊。马上成为孩子们可口的食

物，想着心里就高兴。

到达野炊地点，我与兄弟姐妹

们被小主人放在地上，身上盖了一

层厚厚的干草，一位叔叔又在我们

身上放了一些干柴。火燃起来了，

还越来越旺，我知道，只有凤凰涅

槃，才能浴火重生，成为人们美味的

食物。

火渐渐小了，四周凉风习习。

我被一个小手用一张纸包住后，三

下五除二地剥下外衣，猛咬了一口，

发现我以没有熟透的身子骨，抵抗

着小主人的牙。小主人一生气，就

将我扔在了地上，一走了之。我特

别难过，想哭却哭不出来，大声喊：

“喂，别走呀，我还可以吃！”可我不

会发声。那个小朋友，头也不回地

走了。

随后，我被另一只“手”——

扫帚扫进了垃圾车。我大叫一声：

“痛！好痛！”之前被那个小孩扔在

地上，已经伤筋动骨，疼死我了。

现在，又被扫进垃圾堆，我感觉我

的心在流血，我的身子在瓦解。我

哭泣、我失望，我明明想给人类作

贡献，为什么要把我扔掉？我不

是垃圾呀！渐渐地，我失去了知

觉……

当我恢复知觉时，我发现已经

被扔进了臭水沟，周围臭烘烘的，全

是食物腐烂的味。这时，我听到了

一声叹息：“哎，又来一个可怜的小

家伙，只可惜，我们这些为人类作贡

献的，现在，都只能在这里等待死神

光临。”“可不是嘛……”

剩下最后一口气的我，奉劝浪

费者：“节约粮食，就是保护你们自

己。浪费粮食，等于残杀自己的生

命！醒醒吧，浪费的人类！”

德阳市罗江区深雪堂小学
六（6）班 谢沛玲
指导教师 周辉

从出生的那天起，作为鸡蛋的

我，梦想着为人类而走上餐桌，那凤

凰涅槃后的金黄，多美呀！

等待的我，终于跟着主人，走

进了厨房，看见许多蔬菜，经过清

水的冲洗，格外漂亮。我看见我的

同伴，在盘子里滚来滚去，好像在

说：“主人，快用我，快用我！”我

听到小孩与主人的对话：“妈妈，妈

妈，我要吃西红柿炒鸡蛋，金黄的

大饼，酸酸甜甜的味道，可好吃

啦！”我很着急，担心主人不会用

我。于是，我用力一滚，就到了主

人的手下。只听主人把我“咚”的

一下，就撩开了我的外衣，我跑出

来，金黄Q弹的身子，多美呀！

主人往锅里加了一些油，把我

倒进锅中翻炒，然后倒入西红柿，

与我一起“亲密接触”后，放入调

料。从溢着缕缕的香里，我为自己

是色香味俱全的西红柿炒鸡蛋而感

到陶醉。

上桌后，我多想走进主人的嘴

里，让主人啧啧称赞。当主人拿起筷

子，夹着我的时候，我为自己的梦想

能实现而万分激动。

走到舌尖上，主人嚼了两下，将

我吐出来。怎么，我不合主人的口

味？还是主人喜欢其他美食？我伤

心极了。美好的梦，竟是竹篮打水一

场空？就在我怀疑自己做错什么的

时候，主人还是那麻利的动作，“啪”

的一声，我就睡在了垃圾桶。唉，可

悲的命运啊！

垃圾桶里，我与之前的蔬菜、白

花花的大米“相会”，还有不知名的水

果，缺胳膊少腿，与我躲在一个角落

哭泣。不一会儿，主人又把我扔进了

垃圾车。

垃圾车中，我惊讶，全是吃的，有

的原封不动就被狠心的主人抛弃。

昏昏沉沉中，我们来到一个既陌生又

偏远的地方——垃圾场。成千上万

的垃圾，大多是蔬菜和水果，它们抱

在一起痛哭，浑身被苍蝇咬得面目全

非。就在这时，一双大手把我们铲在

垃圾池，一块厚厚的大板如山一般地

压了下来。我哭泣，我呼喊，我绝

望。可是，我们能怎样？

在我生命垂危时，我想告诉浪费

粮食的人类，我们感恩土地，贡献自

己微弱的力量。如果在沙漠，你们还

能这样？光盘，才是你们的归宿。人

类，醒醒吧！

德阳市罗江区深雪堂小学
六（6）班 朱迅
指导教师 周辉

闭上眼，我渐渐进入了梦乡。

梦里，我是一粒米，走进厨房，

美美洗个澡，一身光亮，多舒服呀！

一个胖胖的大手，麻利地把我和我

的姐妹倒在一个渐渐加热的铁桶

里。我慢慢变白、变胖，散发丝丝的

清香。

随着饭勺，我走上一张摆满美

食的餐桌，我为自己能够填饱人们的

肚子感到自豪，你可知道，为人类作

贡献，是我一生的梦想。可是，过了

许久，人们吃饱喝足，落下我，扬长

而去。

本来，我采天地之灵气，聚日月

之精华，就是为人类服务的。可是，

看到身边的肉大叔、鱼哥哥、青菜姐

姐……他们歪斜着，躺在餐盘里，流

着泪。这时，我听到收餐阿姨的叹

气与失望：“哎，太浪费了！这么多，

倒了好可惜呀！若农民看到，不知

泪水会怎样流淌？”就在这时，我和

我的同伴，像坐滑梯一样，被倒进垃

圾袋，装上了厨余垃圾车。梦，不知

在何方。

在垃圾车里，虽然我心不甘、情

不愿，但这不是我能改变的。我为

李绅的《悯农》，感到深深内疚——

农民需要多少汗珠、多少时间、多少

心血，才能换来成熟的我们啊！可，

就这样让我们死去，多冤呀！

在垃圾车里，原本香喷喷的我，

被四周扑面而来的臭气，熏得晕头

转向；洁白的衣裳，被弄得像乞丐。

“这是去哪？”我大声呼喊，却没有人

回答。我哭泣，没有人理我，周围全

是“乞丐帮”。

跟随这支厨余大军，我来到一

个山冈。有人用挖掘机挖出巨大的

坑，我和我的同伴，还有许多素昧

平生的动物骨肉、新鲜的水果，在

人类的唾弃下，滚落而下。一铲泥

土，毫不留情地盖在我身上，我没

法喘息，快要死亡……“妈妈，救

救我——”

“飞儿，快醒醒！”我睁开眼睛，

脑海里的米饭还在哭诉，在绝望。

人类呀，你们何时才不浪费，让粮食

能尽土地传给它们的感恩力量？

请光盘，从自己开始，从现在行

动！

德阳市罗江区深雪堂小学
六（6）班 易飞成
指导教师 周辉

一粒米的旅行一粒米的旅行

一粒米从厨房走上餐桌，被人们丢弃，然后被深深地掩埋的悲惨命运，让我们看到了浪费粮食的可耻行径。最后，作者发出呼吁，文章主旨清晰
呈现。

点
评

蕃茄遭遇记

红薯的自述

夜里，在梦中，我听着白菜诉说

着自己的故事：我是一棵白菜，一棵

农民用时间和汗水培育出来的白

菜。

走出农民伯伯菜园的我，经

过清洗，如仙女出浴，美得让人

赞不绝口，被送到菜市场里面进

行出售，被一个微胖的中年妇女

买走。

她拿到我，扒掉我的外衣，让我

再次洗澡。在洁净的水里，我露出

洁白的肌肤，楚楚动人。经过主人

熟练的刀工后，我走进了滚烫的油

锅，左舞蹈，右翩跹，最后，主人还不

忘给我加点盐。我在小葱翠绿的点

缀下，出了锅，走上餐桌。

当一大群人围着桌子就餐时，

我真希望人们快快品尝我。如我希

望的那样，人们品尝着，啧啧地称赞

着，我为自己是人们的美食而感到

骄傲。

人们吃饱喝足之后，剩下一半

的我。我以为主人要将我放进冰箱

里。可是，我想错了，主人毫不客

气，可以说想都没想，就把我倒在厨

余垃圾桶里。跟随我的，还有白白

净净的剩饭，一半的剩菜，都和我挤

在一起。

随着主人的黑色塑料袋，我们

被扔到黑黢黢、臭烘烘的垃圾车

里。在里面，我碰到了其他的剩饭

和剩菜，他们告诉我，因非洲猪瘟，

我们会被填埋，运气好的话，会被加

工做成有机肥料。还有些垃圾议

论：“可恶的人类，为什么要浪费？

我们可是农民伯伯花了不知多少汗

水浇灌出来的，‘谁知盘中餐，粒粒

皆辛苦’，人人都懂啊。”

没过多久，垃圾车停下来，

我又见到了这个光明的世界。我

发现我并没有倒在大坑里，这证

明我要被加工做成有机肥，又卖

给 农 民 伯 伯 种 植 新 的 蔬 菜 。 我

想，那些被填埋的剩饭和剩菜，

应该非常伤心。

我和其他厨余垃圾，被送到了

厨余垃圾加工厂，在各种发酵中，我

变成了有机肥料，被拿到市场上出

售。

我听完白菜的诉说，低下了浪

费粮食的头。

德阳市罗江区深雪堂小学
六（6）班 谭子浩
指导教师 周辉

一个鸡蛋的命运一个鸡蛋的命运

作者借一个鸡蛋从走上餐桌到走到垃圾桶的悲惨命运，控诉人类可耻的浪费行为。文章结尾，隐喻地
告诉人们，要懂得感恩，注重节约。

点
评

借番茄从田园走进垃圾场
的悲惨遭遇，反映出人们浪费
粮食的可耻行径。结尾，借
“我”的话语，告诉人们，应该节
约，不再浪费，将主旨鲜明地呈
现。

点
评

作者借红薯的自述，
控诉不爱惜粮食者们，因
为自己的不如意，就将
粮食浪费掉。呼吁人
们：节约粮食，就是保
护人类自己。

点
评

白菜的诉说

借一个梦境，展现人
们浪费的可耻现象。作
者字里行间透露出对浪
费粮食的憎恶之情。

点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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