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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见到了一场别样的秋。

“呜——”火车在满目的黄色中穿

行，我和妈妈坐在火车上，望着窗外浓

浓的秋意，略带一些萧瑟。枯黄的小

草在风中弯下浅腰，天上的大雁悠闲

地摆出“一”字和“人”字向南方飞去

……忽然，一片火红火红的叶子掠过

车窗，拉出一条长长的红丝带。啊，美

丽的秋天到了！

晚上，我们露营野外。我在帐篷

躺着，清凉的夜让我久久不能入眠，便

小心地打开帐门，趁着夜色溜了出去。

夜色清凉，四周一片蒙眬。不远

处，一个小朋友站在一块突兀的石头

上仰望天空。他看见了我，和我相视

一笑，我们结伴来到一个空旷之处。

四周静极了，我有些紧张，长这么

大，我还是第一次感受到旷野的寂静。

天空上繁星点点，借着夜色，我看

清了他的装束：白色衬衫，黑色长裤，

天蓝色的鞋子，干净整洁，一副热爱生

活的样子。

我和小男孩坐在夜空下，不远处

有一棵高大的桂花树，桂树上早已没

有了桂花，只留下密密的绿。

满天的繁星好像一颗颗图钉钉在

蓝色的天幕上，谁说桂花谢了？那些

星星不就是桂花变的吗？

对面的景物越发清晰起来：一大

片一大片的枫树，不同于来时的火红，

夜色下的枫叶变得暗红，看上去就像

火山爆发后的逐渐冷却的岩浆，啊，秋

天是火热的！

对面的岩石是银灰色的，地上的

草也是暗灰色的。忽然，一些闪动的

亮点慢悠悠地飞出了草丛——萤火

虫！这可爱的精灵一下吸引了我们的

兴趣。小男孩起身去捉萤火虫了，我

依然坐在石头上，好像在等待着什

么。

不一会儿，小亮点越来越多，一大

群萤火虫飞了上来，我坐在这群萤火

虫之间笑了，它们闪着微光停在了我

身后的桂树上，这时，桂树变得无比神

圣，那一闪一闪的光，不就是满树的桂

花吗？原来那满树的桂花变成了一个

个飞舞的小精灵。

夜色渐浓，我和小男孩也该回去

了。我回到帐篷中，回味着秋夜的美

丽。这美丽的秋天，这宁静的秋夜，带

给我不一样的秋天的感受。

峨眉山市未来之星学校
五（2）班 马瑞宇
指导教师 田加明

弟弟要去打预防针了，我得去看

看那场面，看看这个号称男子汉的 6
岁小男孩到底哭不哭。

一路上，弟弟挥着

拳头给自己打气：“打

针 不 疼 ，疼 我 也 不

哭。”到了医院门口，

邻居王叔叔带着丁

丁出来了，丁丁的眼

睛亮亮的，一看就知道

刚刚哭过。这下该看弟

弟的了，我悄悄瞅了瞅弟

弟，只见他紧蹙眉头。

还未到注射室，就

听到小孩子的哭声此起

彼伏：高亢的、微弱的、粗的、细的、嘶

哑的、清脆的，“哇”声一片。

进房一看，大大小小的孩子，大

到 6 岁，小到 6 个月，哭相各不相同，

揉着眼睛的，闭着眼睛张开嘴巴的，

鼻子一抽一抽的——我偷眼看弟弟，

他紧紧地拉着妈妈的袖口，两只大眼

睛怯怯地左右打量，嘴角轻轻地动了

一下，想哭不甘心。

“老弟，你真的不哭？”我故意逗

他。“不哭！”弟弟抹了把鼻涕，斩钉截

铁地回答道。

终于轮到弟弟了。弟弟抿着嘴大

步走上前去，将袖子往上一撸，勇敢地

扭过头去。当针尖扎入弟弟的小嫩胳

膊的刹那，弟弟打了一个激灵，又倔强

地仰起了小脸，直到护士敏捷地拔出

针头。我的小老弟真的没有哭呢！

嘿！我这小老弟，人这么小，还

挺要面子的嘛！

洪雅县实验小学
三（8）班 陈映彤
指导教师 李红艳

今天天气十分晴朗，我和姐姐手

舞足蹈，因为我们将要和妈妈一起去

打羽毛球啦！

姐姐高兴地说：“记得把你的两百

块钱拿上！”“好！”我大声说。我自信

满满地上了楼，不就在我的“老鼠”包

里嘛！

我跑进房间，迅速地在衣架面前，

把我可爱的“老鼠”包取了下来。当我

拉开“老鼠”包的拉链时，我发现我的两

百块钱不见了！难不成它还长了翅膀

飞走了？还是它藏在某个角落里了？

还是……我绞尽脑汁地回忆起来。

我便开始行动起来，找丢失的

钱。我先找了找我和姐姐的书包，我

把书包的每一层都仔仔细细找过了，

可还是没有。我又找书桌、床、地板

……都找遍了，可仍然没有找着。

我伤心又害怕地坐在床上，害怕

妈妈发现我把钱弄丢了，害怕妈妈会

批评我，害怕……这时，姐姐来了，她

问我怎么了，我慢腾腾地说：“我把钱

弄丢了。”姐姐听了，十分无奈地下了

楼。我知道，她一定会告诉妈妈的。

我坐在床上哭了起来，在我的记忆中，

我就把钱放在“老鼠”包里的，怎么不

见了呢？

这时，妈妈来了，她生气地问：

“你把钱放到哪里去了？”“我就放在

‘老鼠’包里的！”我说。“那怎么会

不见了呢？”妈妈的语气似乎变得更

生气了。

妈妈和姐姐也都开始找丢失的

钱。我却纹丝不动，我在回忆究竟把

钱放到哪儿了。妈妈一边找一边责

骂：“今天找不到钱，你就要受到批

评！”受批评！？不会真找不到吧？

妈妈又打电话问爸爸：“那两百块

钱是不是在你车上？”爸爸说：“没有。”

妈妈挂了电话说：“说不定钱早就弄不

见了呢！”说完，妈妈便怒气冲冲地跑

回了她的房间。

忽然，我想起好像把钱放在了玩

偶“多啦 A 梦”的口袋里，我问姐姐：

“我们的玩偶在哪儿？”姐姐说：“就在

妈妈隔壁的房间里。”姐姐把玩偶“多

啦A梦”拿过来，一下子就从口袋里找

到钱了，姐姐大声地说：“钱找到了！”

哎！吓死我了，我还真以为把钱

弄丢了呢。

苍溪县高坡镇中心小学
六（1）班 苗翠菊
指导教师 赵鹓

（一）
今年的“五一”是个充实的假期，我

和家人到昭觉县游玩并探望爸爸。

一路上，我看到了无数关于森林草

原防灭火的标语和蓄水设备，感受到了

森林草原防火形势的严峻和工作者的

艰辛，这使我对“五一”假期还坚守在岗

位上的工作者包括我爸爸产生了敬意。

第一站，我们来到投资上亿元的

农业科技园区。这里的培养温室专门

培养菌类，每一个菌盆都插入了一根

专门输送养分的管子，肥料由机器调

配输送，先进极了；后来，我们又来

到展示温室，里面有很多市面上没有

的蔬果，由无土栽培出来的蔬菜，特

别是葫芦和南瓜的形状最奇特，有像

棒槌一样的葫芦，有小巧玲珑的金

瓜，有形如圆桌的巨型南瓜……我们

一行人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眼花

缭乱、惊奇不已。

接着，我们来到养殖园区，这里养

殖的是国外引进的优良品种——西门

塔尔牛，据说成年壮牛每头能卖上万

元，为村民脱贫致富作出了贡献。

经过一路颠簸，我们来到习近平总

书记牵挂的悬崖村。走到山脚下，映入

眼帘的是险象环生的峭壁，深不见底的

峡谷，盘旋入云的钢梯，以及引人瞩目

的三个大字——悬崖村。

一路上，有许多慕名而来的游客，

我们一行人也随着人流上了山，走过一

段石阶就来到了钢梯的起点。钢梯由

一节节的钢管组成，开始一阶由三节钢

管组成，后来一阶就变成了两节钢管。

我一边攀爬钢梯，一边聆听了藤梯

变钢梯的扶贫故事。当听说过去这里

的孩子每天来回爬藤梯上学的情况后，

我的内心深受触动，我真该好好珍惜自

己良好的学习环境啊！

钢梯越来越陡，我咬紧牙关，手足

并用，坚持不懈地爬到了平台，终于欣

赏到了壮观的美景，这使我想到“行百

里者半九十”的哲理，做事必须有毅力

才能实现目标。

（二）
5 月 5 日，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是昭

觉县三河村，听说三河村是全国脱贫攻

坚楷模村，我怀着既期待又激动的心情

出发了。

走过一条“暖心路”，我们来到村民

们居住的老村庄——三河村旧址。听

工作人员介绍，当年，习近平总书记就

是在这条路上关心脱贫攻坚，才有了村

民们的新家园。老村庄的房子所用的

材料是土坯，一旦墙土变得潮湿，房屋

就有垮塌的危险，村民们只能被迫在危

险中度日。眼前的景象让我难以想象，

在繁华的城市外还有这么多需要帮助

的山村。

我们来到习总书记亲切看望过的

吉好也求家。打开大门，映入眼帘的是

简陋的小院，在角落里，仅有一根自来

水管，在主屋的右侧，有一个窄小的猪

圈。我们在一块介绍碑下合了影，便去

新村参观。出村途中，我们步行参观了

村民新建成的冬桃果园，果园种满了桃

树，树下播种了蔬菜，冬桃挂满了枝头，

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

接着，我们顺着新修的柏油马路来

到了三河新村，这里和老村简直就是天

壤之别。土胚房摇身一变成了白墙黑

瓦的砖房，村民们摆脱了危险且落后的

生活，家家新屋外都有一个小院，屋内

生活设施设备齐全。

在我们下车时，远远地看见一个骑

着电动三轮车的身影，那是吉好也求从

田间劳作归家的身影，他热情邀请我们

到他家去参观，还因为觉得手脏不好和

我们握手。屋里有电视、餐桌等家具，

墙上贴满了他的子女获得的奖状。最

后临别的时候，我们和吉好也求叔叔合

了影，他把我们送出门外后，我久久不

能忘却他那自豪而灿烂的笑容。

正如习总书记说的一样：“幸福是

奋斗出来的。”我们只有向着目标不断

奋斗才能取得成功。

西昌阳光学校
六（1）班 范宸瑞
指导教师 蒙秀月

““五一五一””游记游记

一次短短的“五一”假期
出游，通过攀爬悬崖村、参观
科技园区和全国脱贫攻坚楷
模村，作者游中有思，路上一
切皆是风景，还体会出“行百
里者半九十”和“幸福是奋斗
出来的”的道理。

点
评

别样的秋

这是一次别样的赏秋之
旅。夜色之下，一切是那样
宁静悠远，作者跳出秋天的
常规，写出了自己内心的感
受，用独特的文字带给我们
新的体验。

点
评

弟弟打针

作者语言清新活泼，描
写生动细致，将一个不怕打
针的勇敢弟弟刻画得惟妙
惟肖，透露出阳光的生活气
息和儿童情趣。

点
评

晨光熹微，天空像是被浆洗过

一样纯净、湛蓝，一阵风来，留下如

花般绚烂的追思，无意邂逅一朵，却

在回忆里弥散不开。

小时候，路过一处处岩壁，瞥见

一块块青石，看着大人们攀登奇伟

的山峰，不免艳羡不已。我暗暗下

定决心，长大之后要去攀岩，去西岭

雪山，凌绝顶，一览千树万树梨花开

的雪域盛景。

一个春晖般的早晨，天空中抹

满了纯净的黛色，我与父亲一道去

西岭雪山攀岩。空气干冷干冷的，

我绑上绳索，换好攀岩鞋，蓄势待

发。左脚踩上最底层的方石，右手

抓住一块与我额头齐平的小石头，

右脚用力一蹬地，身体凌空而起。

少顷，我的左脚悬空了，而下一处岩

点却在右上方，我的右脚直打着

颤。呀！右脚滑了一下，我背心瞬

间浸出了冷汗，眼看就要从峭壁上

摔下去。千钧一发之际，我竟敏捷

地将右脚换成了左脚，渡过了难关。

终于爬到了三分之一处，我浑

身酸痛得不行，脑袋也耷拉下来，抬

头望望，离山顶还有老大一截。洁

白的雪花静静地飘着，纷纷扬扬，掩

盖我内心的荒芜。一个声音冒出：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

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

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就是秉承着

这样一种信念，我又再次迈出了腿。

未承想——奋力往上一抓之

时，指尖传来了一股刺痛。我赶忙

收了手，一看——手竟被划出了道

血口子，火辣辣地疼，泪水在脸庞留

下蜿蜒的痕迹。

惊鸿一瞥，但见山崖绽放出几

朵玉兰花，白色的花朵散着玉色的

光泽，那花萼仿佛圣洁的精灵，亭亭

玉立，身姿袅袅，傲然于山间。在心

间，有一朵花，皎白的千层长瓣倏地

一颤，带着出尘的洁白和清丽在柔

软的心房怒放。它牵引着我往上攀

登，带着我对攀岩的热爱，对白雪皑

皑的高处的美景的向往，引领着我

前行。

我朝着巅峰伸出了颤巍巍的小

手，在岩壁上砥砺前行。阳光冲破
了云层，穿过了地平线，毫不保留
地将自己的满腔热情纵情于大地。
未见漫天飞雪，但赏暖日明霞。伴
随着在心中绽放的花，山川渐渐明
晰起来了，崖顶隐隐可见。终于，
我摇响了挂在顶峰的铃，铃响，花
开……

光阴荏苒,静待花开，淡泊流
年，花开有期。天高云淡的日子，独
步在心绪中，总有一朵花，不分星
辰，无论岁月，向阳而生。

成都嘉祥外国语学校
初2021届5班 冰涵

指导教师 杨静

开在心中的花开在心中的花

在惊险刺激的攀岩过程中，当突发险情，开在山崖上的玉兰
花唤醒了“我”心中的花——勇往直前的信念，外景内情交融绽
放，升华了文章的主题。

点
评

钱丢了钱丢了

作者讲述了找钱的过
程。现实生活中的一件小
事，通过一系列的语言和心
理描写，使文章变得生动形
象，写出了真情实感。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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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版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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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