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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有自己认为是最美的一处风景。正如法国雕塑家罗丹所说：“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我们总是寻找着最美的风景，其实美丽的风景一直都

在我们身边。这种美或许来自美丽的山水；或许来自对你充满善意的陌生人；或许来自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在你眼中，最美的风景是什么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美，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法国雕塑家罗丹说过：“生活中

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一双发现

美的眼睛。”

我们生活在这个美好的世

界，无论是山川田野、江河湖海，

还是花草树木、鸟兽虫鱼，都有

美的身影。美，随处可见，它也

许是一个人的美好品德，也许是

一个社会的道德体现，也许是一

个国家的信用体现，也许是一个

世界的美丽行为等等。

请跟随我的脚步，发现美的

存在，探寻美的源泉。

父母的爱，是美的源泉。

你心情不好，没有人陪伴，没

有人理解的时候，父母最愿意

倾听你的诉说，最愿意给予你

帮助，最愿意把他们的心，毫

不保留地掏给你，这难道不是

一种美吗？

老师的爱，是美的源泉。当

你有什么不懂的、不会的，没理

解透的，老师总会耐心地教你、

辅导你，生怕你弄不懂，恨不得

一股脑儿将自己的所有知识都

给你，这难道不是一种美吗？

同学的爱，是美的源泉。当

你有烦恼，却又不愿向父母、老

师诉说的时候，他们愿意去倾听

你的烦恼，分担你的痛苦，并给

予你真情的鼓励和巨大的支持，

愿意做你最坚强的后盾，这难道

不是一种美吗？

朋友的爱，是美的源泉。

当你在成长的道路上遇到了挫

折，经历了坎坷的时候，朋友

将会伸出他们温暖的手，把你

拉起，用尽各种方法，激励你

继续向前，给你最温暖的怀

抱，给你最真挚的友谊，这难

道不是一种美吗？

美，其实无处不在，只是缺

少一双发现美的眼睛罢了。只

要我们带着一双不再挑剔的眼

睛和一颗坦荡的心，擦亮双睛去

观察，用真心去聆听，用真情去

捕捉，就能时时发现生活中寻常

而又珍贵的美，就能处处感受到

生活中令人惊叹的美、令人陶醉

的美。

平昌县岳家小学
九（3）班 何庆林

有人说，最美的风景在无限险峰；

有人说，最美的风景在大江大河；有人

说 ，最 美 的 风 景 在 倾 泻 而 下 的 瀑

布。……可我要说，最美的风景就在

我们的身边。

这个世界上，最美的风景莫过于

和家人在一起时其乐融融、温暖动人

的场景，莫过于和同学在一起时努力

学习、开心生活的场景。

上完一天的课程，回到家中就能

吃上一口热乎乎的饭菜，看着自己的

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的身影，心里暖烘

烘的。晚上，吃完饭，一家人坐在沙

发上看看新闻联播，看看焦点访谈，

聊聊今天在学校发生的趣事，聊聊老

师的表扬，这难道不是一种最美的风

景吗？

遇到生病的时候，父亲和母亲都

会很着急，连忙送你去医院看医生。

回到家后，父母也会一直关心你，问

哪里不舒服，好点没有。这时，你可

能会觉得烦，但还是请你耐心地回答

他们，因为他们是真的关心你，担心

你的身体，这难道不是一种最美的风

景吗？

回到学校，看看同学们互道早安，

心里也是很开心。上课时，同学们都

很活跃，遇到不会做的题，几个人为一

组一起讨论。或者你遇到难题解决不

了，向同学请教时，他也会很细致地讲

给你听。下课后，同学们几个人在一

起，有的在讨论上节课老师留下的题，

有的在一起聊着八卦；

有的在一起欣赏

校园风光……这

难道不是一种最

美的风景吗？

在 得 知 你

生 病 坚 持 上 课

后，同学们会帮

你接开水、冲药，催促

你按时服药，让你赶快好起来，这

样才有精神考试。在老师叫你起来

回 答 问 题 时 ， 你 一 紧 张 回 答 不 上

来，坐在你周围的同学会小声给你

善意的提醒，这难道不是一种最美

的风景吗？

其实，最美的风景就在我们的身

边。只要你做一个有心人，仔细地观

察，你就会发现，原来我们的身边有这

么多美丽的风景啊！

平昌县岳家小学
九（3）班 廖雯霜

一年中最美的风景——四季

之景，它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

打扮得如此美丽，让我们时刻感

到美不胜收。

春天，洋溢着温暖之美，洋

溢着希望之美。寒冬过去，和煦

的春风吹拂着大地，温

暖的太阳照耀着世间的

每一个角落，嫩绿的小

草从山坡上探出尖尖的

头，河面的冰块也渐渐

融化，泉水叮咚发出欢

快的响声。花丛中的蜜

蜂又开始辛勤地采蜜，

蝴蝶也在百花盛开的舞台上翩翩

起舞，树枝上的鸟儿纷纷站在最

高处歌唱“春天来了，春天来

了”。田间的农民伯伯开始忙碌

地翻田耕地，播种春天，播种希

望。然而，美妙的春光是很短暂

的，让我们好好地珍惜它，一定

不能虚度光阴！

夏天，洋溢着活力之美，洋溢

着变幻之美。夏天焕发出勃勃生

机，树木枝繁叶茂，荷花开得十分

鲜艳。田地里的庄稼长得绿油油

的，像一块翠

玉，又像一块

绿地毯，铺天

盖地的绿，令

人 陶 醉 。

夏天，是炎热的象征，太阳高高地

挂在天上，像一个巨大的火球，大

地被阳光火辣辣地炙烤着；夏天

又是个变化莫测的季节，上午还

是晴空万里，骄阳四射，下午却乌

云密布，雷声轰鸣，下起倾盆大

雨。不一会儿，雨停了，远方的天

空出现了一条五颜六色的彩虹，

引得人们纷纷欢呼。

秋天，洋溢着丰收之美，洋溢

着快乐之美。秋天来临，农民伯

伯又开始忙碌起

来。金黄的大地

上，沉甸甸

的谷穗迎着阳光弯下腰，给人们

行礼。田间到处都有农民伯伯的

身影，他们高兴地收割稻谷，脸上

露出最纯朴的微笑，虽然辛苦，心

里却是甜滋滋的，因为他们真切

体验到了丰收的喜悦和劳动的快

乐。

冬天，洋溢着冰雪之美，洋溢

着纯洁之美。冬天来临，人们穿

上厚厚而且温暖的大棉袄，一些

动物也即将进入冬眠，等待下一

个春天的来临。田间边上的核桃

树光秃秃的，一阵寒风吹来，只觉

寒气袭人。高山上已是白雪铺

满，天地之间浑然一色，到处银装

素裹，见不到一丝绿色。然而，孩

子们却玩得十分开心，欢声笑语

此起彼伏，让冬天不再沉寂。

这就是四季之景，每一个季

节都有它独特的地方。春天，百

花争艳，孕育无限希望；夏天，生

机勃勃，展现无穷活力；秋天，收

获丰收，金黄主宰大地；冬天，白

雪天地，别有一番韵味。

平昌县岳家小学

九（3）班 何玲

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中，

有许许多多美丽的风景。也

许是大自然中一朵美丽的花

骨朵，也许是河流中游动的

一条小鱼，也许是天空中一

片奇形怪状的云彩，也许是

一瞬间不经意的一个动作、

一丝言语……生活中处处都

是美，只是我们没有用心去

观察。

一个寒冷的早晨，起床

后，我打开窗户，窗外什么都

看不见，原来是浓雾笼罩着

大地啊！这大片白茫茫的迷

雾，为这个早晨增添了几分

神秘的色彩，让我浮想联翩。

我对大雾很好奇，于是

走进这白茫茫的浓雾中，睁

大眼睛观察、搜寻，希望有奇

迹发生。突然，我隐隐约约

看见石缝中藏着一抹绿色。

走近一看，才发现，原来那是

一棵小草，一棵满身沾满露

水的小草。这棵小草像一个

小宝宝一样憨憨的，肥嫩嫩

的，特别可爱！我的精神为

之一振，神奇的小草，它竟然

没有被恶劣的天气所“打

败”。

我不禁感叹道：这棵小

草的生命力真顽强!它不仅

从石缝中生长出来了，而且

还没有像其他小草一样被冻

枯萎了。这棵小草就好似一

个满腔热血的运动员，随时

准备开跑一样。这棵小草就

是我见到过的最美风景，也

是我见到过的最顽强的小

草。

在那一个早晨，我很兴

奋，因为我发现了一种顽强

的美，小草的这种顽强、努力

向上，不畏惧任何环境的精

神品质值得我学习。

昙花一现，那是一瞬间

的美。小草破土而出，在石

缝中挺立，努力追寻阳光更

是一种最美的风景，让人流

连忘返，让人信念倍增，让

人不向困难低头，勇敢前

行，像小草一样铸就最美的

风景。

平昌县岳家小学

九（3）班 何晓莉

从幼儿园开始，我们就与老

师天天打交道。我们的快乐离不

开老师，我们的成长更离不开老

师。在校园里，老师构成了一道

最美的风景线。

老师是最美的风景。无论是在

课堂上倾尽心血和自身知识，还是

课后为同学们批改作业到深夜，还

是生活中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他们

都是最美的人间风景。他们细心、

认真、严谨、和蔼，还拥有丰富的知

识，让我们生活在如此美好的学习

环境中，让我们游览在知识的海洋

中。

老师为了什么？为了我们能够

成长为更优秀的人，他们无私奉献

着，难道他们不是最美的吗？他们

热情洋溢的教学场景，他们和风细

雨的育人场景，难道不是最美的风

景吗？

现在来看看我的老师，他们

用奉献和温暖构成了一道最美的

风景线。

我的语文老师，年过五十，却精

神振作。他一丝不苟，用多种方式，

引领我们学习语文知识，生病了，也

没忘记给我们上课。他用嘶哑的声

音为我们朗读课文，引导我们分析课

文中的人物形象，教给我们做人的道

理，他是多么伟大啊！不顾自己的身

体，为了我们的学习，这无私奉献的

精神给予我们巨大的厚望。

我的班主任，三十多岁，身体健

壮。为了我们，制定了许多学习规

划，让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更加充实，

让我们每分每秒都充分利用起来，

让我们学会合理规划时间。

我的数学老师，二十几岁，年轻

漂亮。有几天因为我生病，没到学

校上课，那几节的数学知识没有学

到。后来，数学老师利用休息时间，

帮我补课，她十分和蔼，帮我把缺席

的数学课知识补了回来。这是多么

负责任的老师啊！

这就是我的老师，他们的年

龄、性格虽有不同，但他们为了我

们的成长，说了许多鼓励的话，做

了许多感人的事，流了许多闪亮的

汗珠，付出了许多心血，他们用朴

实和热情编织了一道人间最美的风

景线。

平昌县岳家小学
九（3）班 马慧琳

四季之景四季之景

文章开头简明扼要，直奔主题。用词准确，描写颇具匠心，表达了作者对四季之景的赞美之情。结尾言已尽，意犹
未了。

点
评

顽强的美顽强的美

美的源泉

文章语言流畅，前
后连贯，情真意切，感
人至深。结尾恰到好
处地点明中心，语言朴
实而含义深刻。

点
评

最美风景线

文章语言准确，首尾照
应，不枝不蔓，一气呵成，情
感丰富，自始至终充满着对
老师的尊敬与感激。结尾
含蓄隽永，意味深长。

点
评

文 章 层 次 清
晰，语言简练而准
确，如行云流水，对
小草的描写生动传
神，细致形象。结
尾呼应文题，点明
中心，催人奋进。

点
评身边处处都是美身边处处都是美

文章开头点题，整篇文章一气呵成，详略得当，重点突出，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父母
和同学的感激之情。结尾画龙点睛，深化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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