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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一晃便过去了，夏天

的山花换来了秋天的果实，夏

天的荷花换来了秋天的莲子，

夏溜走了，留下秋来款待我

们。热情的秋换上自己独有

的色彩,为我们送上礼物。

天空上挂着几朵软绵的

“棉花糖”，各种的形状，各种

的姿态。有的可爱、有的威

猛，衬着白云，衬着瓦蓝的天，

如此美丽绚艳，简直就像一幅

精致的云锦。

趁着好天气，我与妈妈及

朋友一同来到东湖山公园游

玩、赏秋。

说是公园，我倒觉得它更

像一座被水包围的小岛。一

进到这里面，便有一种熟悉气

息扑面而来。“啊，是秋天的味

道！”我陶醉道。我想象中的

秋天是金黄的颜色，可没想到

这东湖山的初秋仍保留了夏

天的颜色——绿。

我们从东湖山的后门进

入园内，前面有一条长长的

河，里面长了一片水生植物，

密密麻麻堆在一起，很像一张

绿地毯。

路旁树的叶子不是金黄

的，而是大面积的绿色。树又

高又直，能有几十个我这么高

了吧。小河的对面也种有树

木，里面藏着许多可爱的小精

灵——山雀，它们一定在享受

秋天的果实。听，它们唱得多

欢呀！

再往前走，路变窄了，旁

边是一大丛草团。这里是荷

花池，本以为池里并没有荷

花，可走近一瞅，黄绿相间的

荷叶中立着粉色荷花，绽得正

艳。呀，还有没开放的花骨

朵，难道不想开，这都秋天了

呀！

再往前走是鱼塘，鱼塘里

金色的锦鲤游来游去，把我拉

回秋的世界。我们继续向上

走，前方树上的叶子是金黄色

的，在我们头上交错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金黄色的棚，上面

夹杂着几粒红色的果实，可爱

极了。

秋风向我们吹来，既舒适

又凉爽，我真不知道怎么形

容，那种感觉很奇妙。

我爱初秋一切美的事物，

爱这大自然！

德阳市庐山路小学
六（6）班 林凯西
指导教师 陈思朵

每一个身影，同阳光奔跑，我们挥

洒汗水，回眸微笑；每一次拼搏，争做

春天的骄傲，懂得了梦想，越追越有味

道。纵观中国百年的峥嵘岁月，都有

许多为梦而飞，奋力去追的人。

翻开历史的长卷，我的心情是沉

重的。华夏的大门被炮火轰开，古老

的文明被摧毁，神圣的土地被侵占。

国破家亡，哀鸿遍野。危在旦夕的中

华民族发出了自强不息的呐喊；无数

的中华儿女抬起了高傲的头颅，在迷

茫中探索，在流血中抗争。一次次，一

代代，铸就了中华儿女不灭的“龙魂”，

点燃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

想。

沉浸书海的世界，我的笑容是灿

烂的。目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第一颗人造

卫星“东方红”的研制，到两弹的成功，

再到如今的“神舟”，“嫦娥”的发射

……每一步前进的足迹都深深地烙印

在每个中华儿女的心中。中华民族的

地位也不断提升，一切的一切，少不了

日日夜夜不辞辛苦的研究，少不了一

项又一项枯燥繁琐的实验。这一切都

是为了圆一个“梦”，一个中华民族的

复兴梦。

书籍是一面镜子，折射过去，反映

现实。作为新时代的小学生，我们见证

着这座城市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倍加珍

惜今天的幸福生活。“远去足音虽凝重，

再创辉煌更撼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祖国虽然已取得了迅猛发展，但

是我们仍然要认识到，国家富强的希

望，就寄予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作

为新时代的小学生更应该讲科学，树理

想，以满腔热情，拥抱新希望。

我们都是追梦人，你追我赶，奔向

天地跑道，风起云涌卷春潮；我们都是

追梦人，每一次奋斗，拼来了荣耀，我

们乘风破浪，举目高眺；我们都是追梦

人，心中有梦想，不怕万里路远，再高

远的梦，也能追到。

广汉市第九小学
五（1）班 赵浩宇
指导教师 陈大会

今年 7月初，大哥突然告诉我，他

要结婚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好高兴

啊！因为，我有理由回老家玩了。

坐了三个小时的高铁后，先是直奔

乡下姨婆家。姨婆做了好多好吃的，有

我最喜欢的烤鱼和卤味，还有蔬菜沙拉

……我已经很久没有吃到那么多好吃

的了，结果肚子跟塞了一个气球一样。

晚上，回到外婆家，时间已经很晚

了，可明天早上还要早起。这里的晚

上很热，蝉鸣连绵不绝，既噪耳又令人

感到烦闷。外婆家没有空调，还好，后

半夜下雨了，不然我一个晚上都会抱

着大蒲扇。

第二天早上五点半，我在挣扎中

起床。虽然老家啥都不方便，但是好

吃的特别多，比如特色羊肉粉，又便宜

量又多。我要了一碗最小的，10块钱，

只吃了半碗就吃不下了——可能是因

为我前一天晚上吃得太多了吧。

我们接上姨婆和小侄女就出发去

参加婚礼了。经过5个小时的车程后，

终于到达了婚礼现场。现场有很多

人，都是我没见过的“亲戚朋友”。

天上下着小雨，一进屋子，二哥就

递给我一个礼炮，让我去放。新娘子

来了，我就要在车前放礼炮，烟雾漫

天，喜气洋洋。虽然是第一次放礼炮，

但我感觉比想象的有趣多了——就像

手上有个笼子，笼子里有一只兔子，你

拔下插销的那一刻，兔子跳了出去！

接下来，就是正式举行婚礼环节，

因为是在农村，婚礼就在室外举行。

那里有一个 T 台，台下两侧是亲属的

座位。雨越下越大，座位都淋湿了，于

是有人拿几张桌布垫在上面。剩下的

人在房子里避雨，我们在外面打着伞。

主持人登场了，我想这可能是她

没有见过的尴尬场面：全场只有爸爸

努力捧场。我猜那些所谓的亲朋好

友，可能连我大嫂的名字都不知道，所

以此时的气氛非常凝重。

后来，姑妈和姑爹上台给儿子和

儿媳妇送祝福。言语中，我感受到他

们把儿女培养成人的不容易。这时，

我看见在房檐下避雨的嘉宾们，好多

人泪水都打湿了眼眶，其中一个阿姨

已经流泪满面，看来她是一个感同身

受的母亲，这使我想到了“可怜天下父

母心”这句话。

我不知道姑妈姑爹是不是已经排

练了很多次了，此刻，他们说出来的话

很平静。但大姐肯定没有排练过，因

为她一上台就开始哭，已经哭得说话

带鼻音了，我甚至想用“梨花带雨”“痛

哭流涕”来形容她。她的情绪感染了

大家，哭的人顿时增加了。

姑妈和姑爹发言完毕之后，也都

流下了热泪。我发现，房檐下哭的嘉

宾们更多了。此时的我，虽然没有什

么特别的感觉，但看见平时温温柔柔

的大姐哭成那样，也难免想到他们成

长中的不易。如今这样的团圆场景，

既美好又浪漫，想必这是他们当时想

都不敢想的吧。

我没有体会过大哥大姐的那种生

活，但是，爸爸妈妈给了我很好的成长

环境，我应该永远感恩他们。我相信，

参加了这场婚礼的所有人，在那一刻，

感到的一定都是幸福和欣慰。

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五龙山校区
初中2020级7班 李胡玥怡

指导教师 王典馥

书籍蕴藏着沧海桑田的变迁、改

朝换代的兴衰，走进书的世界，就像经

历了另一番人生，品尝了别有滋味的

苦乐。

走进书屋，我目睹了一百年的风

风雨雨，无数的党员用青春、热血和生

命，铸就了一座座历史的丰碑。他们

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堵截；赶

走了烧杀抢掠，肆意践踏我锦绣山河

的日本强盗；推翻了让老百姓家破人

亡、民不聊生的国民党反动派统治。

中国人民从此扬眉吐气，中华民族从

此站了起来！

走进书屋，我懂得了“氢弹之父”

核物理学家于敏隐姓埋名 28年，为推

进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作出了卓越

的贡献。在战争年代浴血疆场的董存

瑞，为了避免战友大量牺牲用身体做

支架，拉下了导火线，炸毁了碉堡。俗

话说“文能定国，武能安邦”，英雄从来

不是某类人的“特权”，我们要不断坚

定理想的信念，传承艰苦奋斗的作风，

努力成为不忘初心，不辱使命的时代

先锋。

走进书屋，我领会到了中国共产

党承载着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神圣使命。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

秉持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的初

心，由最初的“一叶扁舟”蝶变为现

在承载九千多万党员的“巨轮”，其

中最根本的“法宝”就是我们党始终

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他们永远扎

根群众、依靠群众、赢得群众的信赖

与支持。

“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书为

鉴可以知兴替。”作为二十一世纪的

我们，既是早晨的朝阳，也是国家的

主人；既是改革中的一代，也是开创

未来的一代。新世纪祖国的建设，离

不开党的领导，也离不开我们的创造

和奋斗！我们要以书为侣，以书为

友，以书为鉴，为伟大祖国复兴添砖

加瓦，用勤劳和智慧描绘出新世纪的

宏伟蓝图。

广汉市第九小学
五（1）班 赵锦涵
指导教师 陈大会

若我是小鸟，那您更好比

是广阔的蓝天；若我是鱼儿，

那您更好比是湛蓝的碧波。

母亲用乳汁养育了我，而您则

用知识灌溉我的心田。您就

是 杨 老 师 ，我 们 班 的 43 号

——杨妈妈。

5年前，我们在棠外初见

了，那时也如现在一般，金桂

飘香，风吹麦浪。您留着一头

齐耳的短发，高挺的鼻上架着

一副眼镜，那厚实的镜片仿佛

积攒着您渊博的学识，小嘴一

翘，便是慈祥和蔼的形象。

是您在我生命的白纸上

书写我的人生。

您可谓就是个百度机器

人。您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还

能未卜先知，最厉害的是过目

不忘。有一次，我们在体育课

上淘气了，回到教室，还没等

到我们发话，您就质问道：“大

胆！……快快从实招来！”被

点名的同学们个个吓得心惊

胆战，都没吱声。杨妈妈又走

到小明面前，开门见山说道：

“小明，看拼音写词语最后一

道题你做错了，下来要认真检

查。”杨妈妈怎么知道我们表

现不乖？她每天都要改那么

多作业，怎么就记得小明的作

业错了呢？我在心中默默念：

杨妈妈身上一定安了个扫描

仪，一定是！

但您也有和蔼可亲的一

面。记得一年级刚入学时，我

们都特别顽皮，一下课就到处

乱跑，谁料我却和小刚撞上

了。模糊中，我嘴角沾满了鲜

血，嘴巴上磕了个好大的包，

血液不断涌出。这时，门外响

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我便知

道您来了。您拉着我匆匆忙

忙地去医务室，一路上您不停

地安慰我、鼓励我。看着您关

心的样子，我的鼻子不禁一

酸，牵着我的手仿佛是母亲温

暖的手，温暖了我的心田。我

的双眼渐渐模糊了，那热流分

明是幸福，溢满了整个秋天。

杨妈妈，您为我们付出了

太多，您的出现让我明白“落

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

花”。杨妈妈，您就是我生命

中的天使，指引我放飞梦想！

成都棠湖外语实验学校附属小学
五（9）班 谭楚儿
指导教师 杨梅为梦而飞，奋力去追

文章以“为梦而飞，奋力
去追”为线索，采用对比的手
法，既回顾了以前屈辱的历
史，又展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
取得的成就，前后照应的手法
使文章结构浑然一体。

点
评

文章热情洋溢地歌颂了
为振兴祖国的革命先辈，列举
“氢弹之父”核物理学家于敏，
战争年代浴血疆场的董存瑞
等事例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
恰当地使用排比句既增强了
文章的气势，又便于抒发作者
的情感。

点
评

走进书屋，筑梦未来

乡村婚礼见闻

作者跟着大人一起参加了一次乡下的婚礼，用细腻的笔触采撷下
这场雨中婚礼的特殊场景、特定镜头，叙述与描写结合，记事与抒情并
生，生动有趣。作者在结尾引发的感慨，把这场婚礼写成了人生感恩教
育课，意义颇丰。

点
评

老师母亲老师母亲

初秋的颜色初秋的颜色

作者刻画人物惟妙惟肖，从外在形象的“美”，到
管理学生的“严”，再到关爱学生的“慈”，立体展现了
“老师母亲”的生动形象。文笔细腻流畅，文思奇妙，
值得赞赏。

点
评

细心的作者用自身游历，证明初秋的颜色竟然保
留了大面积的绿色。作者移步换景，一一展示从山脚
到山上的初秋美景，流露出对大自然的热爱。

点
评

资
料
图
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