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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线上华文作文比赛【丙组】 

特优奖 

初一诚 郑文欣 

题目：《假如我只剩一天生命》 

每一个人都不会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经历死亡，有可能是十年后、二十年后、三十年后......甚至是

下一秒，死神便会降临。每个人对于死亡都有着不一样的看法，在失去至亲时，就知道这个亲人永远

也不会醒过来了，静静地，安详地闭上眼。 

在我看来，死，代表着永恒，代表着永远告别这个世界，失去自己拥有的财富、亲人、荣誉......在

死去的那一刻，也许你会感觉自己没了力气，耳边的声音渐渐变得模糊。很多人在生命快要结束时，

才叫嚷着、埋怨着、哭泣着......为什么自己还有遗憾，就这样不甘地和死神走了。因此，当我得知自己

只剩下最后一天的生命时，我是不是应该珍惜这剩下的二十四小时，做我想做的事呢？ 

假如我只剩下一天的生命，我会在那一天的早晨，大地还未苏醒之时，来到阳台边泡一杯热乎乎的

茶，感受着那一股暖流流到胃里，那是多么的温暖啊！吹着阳台边的冷风，嘴里哼着我最爱的旋律，

整个世界如此清静。接下来，我会为我爱的家人做爱心早餐。扑鼻而来的是幸福的味道，做好早餐并

精心摆盘。这些都是我妈平时不让我做的，他担心我会烫伤了手，但我热爱下厨，在死亡之前，煮一

顿也算是圆了我的梦。 

紧接着，我系上鞋带，打了一个我这辈子打得最好看的蝴蝶结走出家门，来到我熟悉不过的街道，

拿出我的钱包买我最爱吃的小笼包、油条和豆浆。大口大口地吃着，吃得饱饱的，让肚子没有空腹感。

手腕上的钟表滴滴答答地跑着，不知为何街边的小孩笑声何时变得如此响亮、荒谬的谈话变得可笑、

路边的小野花变得如此美丽......我安安静静地看着这个我即将离开的世界，我眼里充满着包容与淡然。 

我会来到公园发疯似地玩耍，把平时没有机会玩的一一补回来，课业与荣誉已不再重要。我要不停

地玩、不停地闹，玩累了就躺在草地上，享受着甜滋滋的棉花糖融化在舌尖上的清甜。时间一晃而过，

天好像暗了一点，我跑到孤儿院和孩子们玩最后的老鹰捉小鸡、跳飞机、打弹珠......让孩子们的笑声治

愈我的心灵。我也会和他们讲讲《白雪公主》与《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和他们告别以后，我会重新

回到公园，躺在草地上，任凭微风摆弄着我的碎发，我不会哭，而是静静地仰望星空，享受最后的那

片天空。时间老人把时间慢慢调到夜晚，我轻轻闭上双眼，带着微笑说了声: 再见。没有惊天动地，我

只想要安静过这最后一天，去迎接死亡。因为我相信我死前没有任何遗憾，我是快乐的。 

假如我的生命只剩下一天，我会好好珍惜，在生前我也会努力读书，就像柯南所说 : “正因为生命

有限，所以才显得重要，才应该更努力不懈。”       （1002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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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线上华文作文比赛【丙组】 

特优奖 

初一诚 许恩芮 

题目：《假如我只剩一天生命》 

一年、一个月、一天，这些字眼看起来，都十分平常对吧？时间的流逝往往快得令人意想不到，

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都意味着我们离死亡越来越近。一年、一个月，一天，谁又能知道自己的生命还

有多久呢？我是一个十分不懂得珍惜时间的人，但假如我只剩下一天的生命，我想我必定会好好把握

这最后一天。 

假如我只剩下一天的生命，我会尽我的全力，无论是通过发讯息、通话，甚至是到我的亲朋好友

家，向他们一一道谢，感谢他们总是包容不懂事的我，感谢他们总是在为我担心，感谢他们总是忍受

蛮横无理的我，并且向他们为我过去所犯下的错真挚的道歉。我也会向爸爸妈妈道谢，感谢他们把我

带到世界上并且很爱很爱我。 

假如我只剩下一天的生命，我会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我会把我“毕生”的储蓄

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用于捐款，而另一部分则会被我用来购买一些干粮与图书等。我会把这些东西

通通送往孤儿院，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天去帮助比我年纪更小或与我年纪相仿的孩子们。在我的生命

走到尽头前，我终于拿着我的储蓄去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这一次，小草努力成长，甚至以自己的一

份微小之力，为身后的花花草草挡下了一丁点的风雨。 

假如我只剩一天的生命，我会把时间花在“刀口”上，去做自己真正有兴趣和想做的事。在这一天里

的傍晚，我的面前不再是一本本印满音符、做满记号的琴谱，不再是虽然能弹出优美音乐，但我真的

喜欢不来的钢琴。这一天的傍晚，我要偷偷地混进图画纸与水彩的世界，我要在画纸上肆意作画，为

房间里挂上一张张具有丰富色彩的画。这一天，我不会再被“你是女孩，学钢琴增添气质，不是很好

吗？”所约束。 

假如我只剩下一天的生命，在我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把小时候藏起来的小盒子找出来。这可是

我的大宝贝呢！里面有着小时候的我能想到的所有愿望。希望父母长命百岁、希望成为一名出色的画

家、希望可以帮助别人、希望……我的愿望真的太多又太多了，我都想要去完成，但 24 小时真的太少

又太少了。时间的珍贵，对我这种不懂得珍惜时间的人来说，仿佛真的只能在生命的最后一天才能体

会到。 

一年、一个月、一天，真的太短又太短了。但很可惜，我不是时间的控制者，我无法操控一天的

时长，我能做的，也只有把每一天当作最后一天来过，好好地把握每分每秒，不让自己留下遗憾。 

（923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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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线上华文作文比赛【丙组】 

特优奖 

初一毅 张佳音 

题目：《假如我只剩一天生命》 

假如我只剩一天生命，我会珍惜世上的一切，并期待到天上去。 

早上起来，一如既往给家人们亲吻及拥抱，希望他们留在我身上的余温可以带到天上去。喝一杯

咖啡，梳洗好之后就久违地骑上自行车，再看一次那个美丽的小区吧！和每个曾经不敢打招呼的人说个

亲切的“早安”。虽然文具还足够用完这个学期，还是去一趟那间老板娘总因为我长得“漂亮”而给我打五折的

文具店，这次可不能让她再做亏本生意了。 

回到家后，大概已经十一点了吧！我会致电给因为疫情不能回来的阿姨，告诉她我很爱她，上次

表妹捉弄我，我早已不在意，不需要一直用那个借口给我买东西。我会发信息给所有出现在我短暂生

命的人，告诉他们“对不起”“我爱你”“谢谢你”。再打开推特，写一条给防弹少年团的感恩文，推最后一

次文。打开之前参加过的线上演唱会，再感受一次那种紧张、兴奋、激动、开心的感觉。很遗憾，不

能见到真人。不过我也满足了，在每个夜晚你们音乐带来的安慰，我只能表达无尽的感谢。 

然后就是下午两点了，和家人们的最后一次午餐。我觉得我哥会开一样的玩笑，两个弟弟一样会

嘲讽，爸妈依然会用慈祥地眼神看着我们微笑。吃过饭，回到熟悉的房间，想着就快要看到外公外婆

和爷爷了，我应该会很欣慰吧！拿起吉他，弹最后一首歌，我会唱《我要向高山举目》和《冬眠的

熊》。睡最后一次午觉，我保证我不会把被子踢下床了。好吧，也许我会，谁知道呢？起来后，做最

后一次那个累死人的运动。还要感谢那个运动我才能瘦近十公斤。 

那些活动之后，略过晚餐，就是七点半了。我要做最后一次祈祷，读最后一次圣经，写最后一次

日记。我那天的日记应该很长，没有形容词，但会充满“谢谢”。我打算早点睡，人生的最后一天就不折

磨身体了。我的生命如果真的就这样了的话，我会这样过。 

虽然只活到十三岁真的很可惜，但神的旨意谁能违背呢？我不害怕死亡，只怕在世时留有太多遗

憾及怨恨，假如我的生命只剩一天，我会平淡且幸福地过。 

（783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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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线上华文作文比赛【丙组】 

佳作奖 

初一诚 余梓煜 

题目：《我眼中的世界》 

世界之大，我们无法领略，我们知道一个国家是多么地大，而在地图上也只占了一点点位置，更

何况是我们人类，在这世界中只是极其渺小的生物。世界如此之大，我眼中的世界自然有美好的和肮

脏、残酷的。 

在我眼中的世界，大自然就属于美好的一部分。花花草草都是那么地赏心悦目，而树木则能提供

我们所需要的氧气和避免土崩。此外，它们也有助于我们的生活，并且使世界看起来变得鲜活，点缀

了我们的世界。动物们也是世界上不可缺失的一部分，它们的存在使我们能够生存，并陪在我们人类

的身边，让我们不只能跟人类交流、玩耍等。除了大自然，我认为大部分人类也是美好的，他们在生

活中团结，并友好地相处，而现如今也很少有战争发生。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每一个国家都有各自的文化和不同的本地美食、语言、历史等等。作为吃

货的我自然垂涎于各个国家的美食，而不同的语言也能让我们领略文字的美妙。此外，古人在古时候

也凭借自己的方法建造出宏伟的世界景观，例如：古埃及人建造的埃及金字塔、中国的万里长城等等。

通过一些流传下来的历史，我们也知道了古时候一些将军、战士宁死不屈、热血的精神，这些都非常

值得我们去学习。不仅如此，古人在古时候交通、农业等等很多领域都非常落后的情况下，发明了许

多有用的东西，再由后人们将此改得更为精良，而这也是古人们的博大精深。 

现如今各行各业的发展越来越好，战争也越来越少，为我们的生活带来许多的便利，并让大多数

的人们不需要颠沛流离、艰苦、没有居住地方，能过个安稳的日子。但是，这使一些人因没有承受过

艰苦、煎熬的日子，并在父母的溺爱下不积极向上，不思进取，长大后无法找个好的工作，便去偷去

抢，造成社会的不良风气。除此之外，一些人在缺少父母的爱或种种原因下变得暴力，并通过这种方

式发泄到他人身上，而越来越多的枪击案发生，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这不仅是那些人的原因，他们

的父母也占据一部分原因。他们不负责任地在生下孩子后抛弃孩子，这才导致了那些人的存在。 

最近几年，全球暖化越来越严重，而正所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现在的生活中一些东西是必

不可少的，例如：需要使用汽油才能发动的车子、需要电的空调等等。这些东西虽然会为我们带来便

利，但却也加速了全球暖化，加速了世界灭亡。世界的污染也越来越多，随处可见的垃圾、时不时看

到有人焚烧垃圾、时常用难以分解的塑料袋等等为我们的世界造成污染，而这些行为将会导致生物灭

亡，加速世界的消亡。 

我眼中的世界，每个生物都是不可缺失的，而既聪明又愚蠢的人类，主导着这个世界，把世界引

领得更加美好，过后又毁了他，导致生物灭亡，而这，都是我们一手造成的。  （1064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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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线上华文作文比赛【丙组】 

佳作奖 

初一诚 陈柔颐 

题目：《一场难忘的比赛》 

相信每个人一定都参加过比赛吧？有的参加运动比赛，有的才艺。我也不例外。还记得有一场比

赛让我印象深刻。 

记得有一次，老师在班上挑选了几位同学参加校内的羽球比赛。突然，老师叫到了我的名字，当

时我都快哭了，因为我完全不会打羽毛球。 

为了不让自己班级丢脸，我下定决心要在比赛前练好羽球。从那天开始，我每天放学后都要求爸

爸与我一起练球。三天过去了，我却一点进步都没有。爸爸决定把我送去羽球馆进行魔鬼训练。从来

不运动的我在与别人一起训练的时候明显差很多。 

就这样，一天、两天、三天......日复一日的训练，我的球技也越来越进步了。比赛前一天，同学们

和我的家人都在鼓励我，叫我放松打，别太压力。 

比赛当天，我紧张得手心冒冷汗，老师看到了急忙过来安慰我，我这才放松了一点。比赛开始了，

我一路过关斩将，直到我遇上了学校羽球实力排名前十的同学。我们激战了三局才分出胜负。第一回

合我以强大的扣杀打赢了他，第二场我慢慢地开始体力不支，他凭着强大的耐心击败了我，第三回合

极其重要，我开始以不同的打法比赛。最终，我以 22 比 20 成功胜出。 

我成功进入了 16 强淘汰赛。我遇上了全校最强的选手，果然我还是输了，无缘 8 强。我非常失望，

我班同学及老师连忙安慰我，告诉我没关系，下次再努力。在这场比赛中，我的手腕在救球时不小心

受了伤，同时我也觉得这场比赛让我获益不浅。 

我希望将来我还能参加羽毛球比赛。这真是难忘的一次比赛啊！ 

（58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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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线上华文作文比赛【丙组】 

佳作奖 

初一诚 魏静希 

题目：《假如我只剩一天生命》 

我曾想过，人的生命有限，未来又是个未知数。假如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只剩一天的生命，我该

怎么办？ 

我绝对不会绝望，我要去做我该做的事。我要向父母道谢，要向他们好好地说再见。父母养育我

这么多年，如果我马上就要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他们一定会很难过。 

向父母道别后，就轮到兄弟姐妹了。我要向姐姐道歉，很抱歉这么多年来与她的不愉快，也感谢

姐姐这么包容我。如果可以，真想与她再一起为了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 

一天的时间有限，所以我必须赶紧向朋友们道别了。那些给过我温暖，给予我帮助的朋友，真的

是我生命中的贵人。在我曾经失落的时候，是他们将我从深渊拉回来。不论多远的距离，我都想飞奔

到他们身边。 

最后的时间，我想把欠交到功课补上，把没完成的笔记写完，在老师心里做个好孩子。我要把游

戏里的关卡通关，不留一丝遗憾。我还要把我喜欢的歌曲全部听个遍，享受最后的时间。对了，我必

须要把内心的话“全盘托出”，要告诉那些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人，我爱他们。 

光阴似箭，一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应该不会留下什么遗憾了。只是一想到如果我还没到社

会走一走，还没经历以后的人生就离开这个世界，就非常难过。 

不过幸好，这只是假如。我还有一大把时间去享受人生。 

（501 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