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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院子里

有一棵苍松

苍苍莽莽的树冠

宛如一把绿色的伞

挺拔的身躯

笔直地站在那里

无论是春风和煦

还是冬日严寒

都是那样苍翠欲滴

在狂风暴雨的喧闹中

在骄阳似火的烈日中

在雨过天晴的宁静中

依然傲娇地挺立着

在温暖的阳光下

它向生机盎然的枝条

送去一个迷人的微笑

洪雅县实验小学
四（1）班 彭馨瑶
指导教师 吕艳芬

这次，我们来到了中国红叶之乡

——巴中光雾山，它犹如天然画廊呈

现在我眼前。

一排排大树站立在山林深处，好

似一把把擎雨盖矗立在山巅。往上

远眺，漫山遍野的枫叶，红得那么鲜

艳，却又那么层次分明，从叶子边缘

的浅红到中间的深红，再到叶顶的绯

红，满树的红色像是夕阳西下时的一

抹晚霞。放眼望去，满山的枫叶像给

大山披上了一件火红的衣裳。果然

“霜叶红于二月花”呀！它仿佛把天

都给染成了红色。

蒙蒙的雾飘在山腰上，那是大山

美丽而洁白的丝带。当风拂过森林

时，大树浓密的树枝好似在向我们招

手，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来吧，来

吧！欢迎，欢迎！”听，“刷刷刷”那是

枫叶和大树告别的低吟，他们肯定在

说：“我们明年再见时，再与火焰比一

比谁更红艳。”

我们随着人群来到黑熊沟，走在

杉树林的小路上，看见沟里碧绿的河

水冲过石头，发出哗哗的声音，那是

河水与石头演奏的乐曲。河面像刚

刚打磨过的玉石，绿如翡翠，又像打

碎的玻璃，晶莹剔透。河边的石头，

有的圆、有的方、有的扁，形态各异。

石头的颜色也各有不同，有的洁白如

雪、有的碧绿如玉，还有的乌黑如碳，

这些造型各异的鹅卵石三个一堆，两

个一伍的围在一起，如同相聚玩耍的

一群顽童。一阵秋风吹过，细细的杉

树叶向我迎面扑来，好似下起了毛毛

细雨。

走在山沟里，抬头向上望，高高

的山峰像大山探出的脑袋，正在观看

世界上最美丽的风景，向比自己还美

丽的风景学习，让自己变得更美。坐

在溪边的石头上，静静地看着哗哗流

动的溪水，心里瞬间舒服了许多，心

情也放松了许多。

光雾山的美名不虚传，这幅巨大

的天然画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更留给我深思，美丽的红叶把一生的

灿烂都送给了秋天，自己最后却选择

了静静地离开。

邻水县鼎屏小学西校区
三（12）班 彭泓景

指导教师 尹洋

天然画廊天然画廊————梦幻光雾山梦幻光雾山

这篇文章语言优美，采用比喻、拟人、排比等修辞手法生动形象地写出了光雾山的美。作者按游览顺序将美景逐一呈现，思路清晰，详略得当，结
尾点题，照应开头。文中嵌入的诗句贴切，富有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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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树松树

作者写出了松
树四季常青的特点，
以及松树挺直高洁、
不畏严寒的品格，表
达了对松树的喜爱
与赞美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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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的风铃，静静地流淌着美

丽的故事。

我有一个彩色风铃，那是我的

好朋友小桔子亲手做好后送给我

的。很美，美在眼里，更在心里。

暑假开始时，我在小区里看

到一个比我矮半个头的羊角小辫

女孩，正缺少玩伴的我就问：“请

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小桔

子。”小女孩拖着稚嫩的声音。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我孤独死

了。”“当然可以啊！”于是，我们

俩就成了好朋友，像亲姐妹一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渐渐

好到一起玩，一起吃东西，一起

欢笑……

我去成都玩了回来，买了两个

小小的风铃及配件，就急匆匆地跑

去找她。准备做好之后送她一个，

留一个。可是，在去找她的路上，

调皮的风儿趁我不注意，悄悄地将

配件藏到了爪哇国，我只好带着光

光的风铃去她家。

到了家，她一打开门就问：“给

我带什么好玩的东西呢？”我紧张

极了：“没……没有……除了风

铃。嘿嘿！”“哈哈，我就知道。你

猜我准备了什么？”“我猜不出来

呢。”“好姐姐，我准备了做风铃的

材料呢。”“真的吗？”我激动万分，

“你猜我带什么啦？当当当——”

于是，我和她就一起聚精会神地做

风铃。

做好后，就差涂色了。想了许

久，却怎么也想不出涂哪种色好。

“啊，我知道了，该涂上彩色的，就

像我们多彩的友谊。”“对，就彩

色！”我举双手赞成。

拿出水彩笔，我们一起涂啊

涂，漫长的时间在静静流逝，我们

的希望在一点点实现。终于，彩色

的风铃在我们的手上完成了。

风铃被小桔子挂到她家的天

花板上。那清脆的铃声，美丽的色

彩，让眼睛和耳朵，美美地享受着。

两个月后，快开学了。小桔子

把一个和我们做的一模一样的风

铃给我。她说：“送你一个风铃，你

就时时想到我在你身边呀！”

就这样，小桔子的风铃，成了

我的心爱之物，我们的友谊，也像

这摇曳的风铃，一直美好地延续

着。

德阳市罗江区深雪堂小学
五（1）班 甯宸蕊希

指导教师 周辉

彩色风铃故事

跟随作者的文字，文章
为我们娓娓道来因友谊而
生出的风铃，以及小桔子为
“我”送一个一模一样的风
铃，让“我”倍感友谊的珍
贵，所以倍加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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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虽不像鸟语花香的春天那么

迷人，也不像烈日高照的夏天那么热

情，更不像果实累累的秋天那么诱人，

可它却用自己独特的美丽亲吻着大地。

深冬的清晨，天气已经非常寒冷

了。每当我起床时都会大声朗诵“少

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来激励我战

胜寒冷的决心。

来到院子，什么也看不清，房屋

和行人仿佛都笼罩在了水雾中，若隐

若现。再看看玻璃窗上雪白的冰花，

我不禁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那

些冰花有的像小草、有的像白菊花、

有的像树、有的像小动物……形状千

奇百怪，变化多端，细细凝视，宛如欣

赏一幅奇妙的画作。

渐渐地，雾散开了，太阳公公毫

不吝啬地将温暖的笑容洒给大地。

走在上学的路上，小鸟们羞涩地躲进

暖和的巢里依偎取暖，偶尔啁啾几

声；小青蛙也不见踪影，估计在洞穴

里睡大觉；远处的柿子树上零星地挂

着几个柿子，像火红的灯笼，为人们

举灯照行。农民伯伯牵着牛在犁田，

为明天的春天在播种希望。

冬天，虽然寒冷，但我却独宠它

的恬淡和纯洁。

通江县沙溪镇李先念红军小学
五（4）班 杨梓億

指导教师 王佳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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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用独特的
观察视觉，细腻的写
作手法，描绘了一幅
美丽的冬景图。文
中多处运用比喻拟
人等修辞手法，把冬
日美景跃然纸上，表
达了作者对冬天的
喜爱之情。

猫咪生娃记猫咪生娃记
我家有一群可爱的小猫，很多人问我

卖不卖，每次我都毅然地说：“不卖！它们

可是我最宝贵的宠物。”为什么说它们最宝

贵呢，那真是说来话长。

最开始，我家只有一只猫咪。有一

阵，它每天都跑出去玩，当时，我以为它

只是闷得慌，想出去透透气。过了没多

久，我发现猫咪的食量越来越大，每次给

它喂食物，两口就吃完了，吃完不够，还

围着我叫，直到把它喂饱后，它才满足地

离开。

后来，它的肚子越来越大。我想：它不

会是怀小猫咪了吧？不行，我得马上告诉

奶奶。“奶奶，猫咪是不是怀小猫了？”奶奶

抱起猫咪，看了看它的肚子，又轻轻地揉了

揉，仔细打量着：“它应该是怀小猫了。”

“哇，我又要有小猫了！”我惊喜地叫了起

来。“那你可要好好照顾它。”奶奶说，“这几

天别让它出去了。”我高兴地点了点头。

几个月后的一天，奶奶上班去了，我一

个人在家，猫咪不安地叫着，这可把我的心

揪了起来。我赶紧拿一条暖和的毛毯给猫

咪盖上，又拿个垫子铺在地上，再抱起猫

咪，把它放在上面。我皱起眉头，不安地

想：奶奶要多久才回来呀，担心死我了。

再看看猫咪，喘着粗气，呻吟着。不一

会儿，我发现垫子湿了，它生病了吗？会不

会死啊？我急得到处乱窜。突然，我发现

奶奶的手机忘在了沙发上，我灵机一动，赶

快拿起手机上网查，原来是猫咪羊水破了。

过了一两个小时，猫咪开始宫缩，半个

小时后，第一只小猫出世了。我赶紧用毛

巾帮小猫咪擦拭身体，猫妈妈安静地在旁

边舔小猫呢！过了半小时，第二只小猫也

出世了，后来，第三只、第四只、第五只

也接连出世。我看猫妈妈生孩子累

得不行，就给它冲

了点羊奶，猫妈妈

喝了羊奶，慢慢睡

着了。我一直守

在 它 身 边 ，感 叹

道：原来生孩子这

么累啊，妈妈生我

可真不容易。

过了几个月，

猫妈妈在一次意

外中去世了，我答应猫

妈妈要好好照顾小猫

咪，给它们妈妈般的温

暖。它们是猫妈妈最珍

贵的宝贝，也是我最珍

贵的宝贝。

大邑县子龙街小学
四（4）班 陈雅怡
指导教师 丁莉

作者经过长时间连续、细致的观察，不仅写清楚了猫咪生娃
的过程，还写出了自己的感想。文章来源于生活，多关注生活，多
观察生活，多记录生活，会从很多生活小事中得到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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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冬天看见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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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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