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梅花公园
逸夫小学五（5）班 江佳琳

那天，阳光明媚，我们迎着绵绵的春风，踏着春天的足
迹，来到了沙河“梅花公园”。

一进公园，放眼望去，只见一棵棵梅花树站在阳光下，
它们的多姿多态吸引着我大步向前走去。

走到一颗浅粉色的梅花树下，踮起脚尖，我看到一朵朵
娇嫩的梅花趴在枝头交头接耳说着悄悄话。再往前，看到一
棵梅花树站在不远处，像一位高傲的贵妇，那一身美丽的花
朵，真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这时我发现了她身后倚靠着的
迎春花也绽放着自己美丽的色彩。

看着，说着，笑着，我们不知不觉来到了红梅展区，一朵
朵红梅傲立枝头，不像玫粉色的梅花高贵，不比浅粉色的梅
花可爱，但也不落下风，典雅大方，好像大家闺秀。

看完了红梅我们又看到了一座石拱桥， 我们上了桥便
能看到一片在阳光照射下波光粼粼、闪闪发光的人工湖。一
阵温暖的春风吹过水面，荡漾着波纹，几只小船游在水中。
几棵低矮的桃树，那花苞，含苞欲放，像一个个娇滴滴的小
姑娘，躲在树枝上。 一时间，我感觉自己置身于一幅水墨风
景画中。

这次游园结束了，我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更加了解了
大自然，亲近了大自然。那娇嫩的梅花，高贵的梅花，留在我
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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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风
郭守敬小学四（3）班 苏子涵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以家庭的生活方式、文化氛围构成的家风
是塑造我的无穷力量。奶奶、爸爸、妈妈带给我的正能量，潜移默化
地影响着我的生活。

奶奶是个自立、自信、自强的开心老太太。 她得类风湿病已 24
年之久，2007年病情加重，双腿不能走路并站不起来。 她乐观面对
现实，顽强与病魔作斗争，奶奶说：“为了减轻孩子们的负担，要做
力所能及的活。 ”她在轮椅上向前挪动着擦地，擦不了几下就累的
满头大汗，累了歇歇再继续干。 不管多么的辛苦，奶奶每天坚持做
家务、做饭。 而且奶奶还很孝顺，每月都要给九十多岁的姥姥娘送
赡养费，并抽出时间去照顾。

在奶奶的影响下，爸爸也很热情、开朗、孝顺。老爸几年如一日
的照顾奶奶的吃饭、吃药、看病等一切日常生活。 每次外出都是爸
爸背着奶奶上下楼。 2010年，奶奶要参加同学聚会，爸爸为了达成
奶奶的心愿，背着奶奶去的。

妈妈对奶奶的事情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有一次，我和妈妈上
街购物，带钱不宽裕，妈妈没舍得给自己买衣服，却给奶奶买了一
双最好的鞋。妈妈不仅像女儿一样照顾奶奶，而且也含辛茹苦的把
我养育。 难忘的是我发高烧住院治疗，妈妈每个日夜不合眼，不停
的给我按摩、喂水。一日三餐做可口的饭菜，我的病好了，妈妈却消
瘦了好几圈。

奶奶的教诲，爸爸妈妈的言传身教深深感染着我。
（指导教师 霍丽霞）

踏青记
南园路小学六(1)班 陈沐娅

上个周末,我和爸爸、妈妈及贺贺姐姐一家去了市郊一座不知
名的小山玩儿。

“哇！ ”一到山脚下，我和贺贺姐姐不由自主地惊叹起来。 这跟
我们冬天来踏雪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

山脚下，一簇簇的迎春花随着微风跳着舞，由四片花瓣包裹着
的花蕊宝宝，仿佛害羞似的，迟迟不肯探出头来，倒是一些野生的
小花，落落大方，向着我们跳“迎宾舞”似的。

沿着石阶往上走，石阶旁的一棵棵桃树，也萌出了新芽，有的
已经迫不及待地绽开了花瓣，引得蜜蜂到处“嗡嗡”乱飞。

半山腰上，柳条抽出了新芽，随着风轻轻摇曳，嫩绿的小叶子
在柳条的带动下瑟瑟地摇动，一圈圈环山的柳树姐姐，将她那飘逸
的长发伸向大地。

山顶处，树上的鸟儿叽叽喳喳地吟唱着，一会儿是柔和的摇篮
曲、一会儿是激昂高亢的进行曲、一会儿是动听的圆舞曲……
我和贺贺姐姐真想采来柳条、迎春花、小野花，编织成一个个美丽
的花环，献给小鸟、献给大地、献给蔚蓝的天空……

春天真美啊！
(指导教师 刘红旗)

森林里的争吵
郭守敬小学五（6）班 李东谕

� � 从前，有片美丽的大森林，郁郁葱葱的树足有上万棵。
在近百年的时间里，小动物们一个个、一群群地来到这里。
但是，现在一个不速之客驾驶着卡车来到这片森林。

那辆卡车中下来一个人，拿着电锯，大摇大摆地走到一
棵百年大树前，几道白光闪过，大树应声而倒。 随后几只鸟
儿慌张地从树上逃窜出来，飞走了。 在几天的时间里，伐木
人越来越猖狂，他不仅伐木，而且还猎杀动物，随地倒垃圾、
倒污水。所以，没几天，森林就变得面目全非了，动物们没有
了家，流离失所。

小动物们终于忍无可忍了， 不约而同地到了森林最深
处———狮子大王和老虎参谋的家。

“伐木人实在太可恶了，不仅毁了森林，还到处惹得民
不聊生！ ”“是啊是啊， 若不除掉这个人， 森林永无安宁之
日！”动物们喊叫了一会儿，狮子大王终于发话了：“好吧，明
天我们就去找他，为大家讨回一个公道！ ”

第二天，狮子大王与其他动物们先躲了起来。 果然，不
一会儿，电锯声响起来了。 动物们立即跳出来，一齐指着伐
木人。伐木人急了，拿起电锯向动物们劈去。但是，小猴子练
过轻功，不顾生命危险，把电锯抢了过来，扔到了几百米远
的地方。 伐木人立即吓出了一身冷汗， 声音颤抖地说：“大
……大王，您大慈大悲，饶……饶了我吧！ 我……我以后再
也不敢破坏环境了。 ”

“不行！”黑熊生气地咆哮道：“你看看，这儿变成什么样
子了？ 就是因为你乱扔烟头，才使我因救火而烧伤了双手，
你真是罪该万死！ ”

“你们人真是贪婪，不仅把小鹿的角割了，还把我们大
象的牙齿砍了，害得我们一直不敢出门！ ”大象非常生气地
说。

这时，熊猫妹妹来了，说到：“我姐姐因为误食了被塑料
袋包装着的竹子，现在生命垂危了！ ” ……

“好了！”狮子大声喝道。随即又转身对伐木人说：“你快
走吧， 但是你以后一定要多多植树， 否则， 我不会饶了你
的！ ”

“没问题，我一定办到！ ”伐木人开心地说。
从此，森林里恢复了平静。 伐木人也辞掉了工作，兑现

了他对狮子大王的承诺：买了很多小树苗，到世界各地去植
树。 现在，他一心植树，把沙漠都变成了自然风景区。

而那些动物们，继续快乐地生活在那片森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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挨饿的滋味
英华小学四（8）班 吕佳宁

� � 这两天吃得太多太饱了，肚子翻江倒海，难受死了。 学
校医务室的医生建议我这两天每顿饭不要吃太多的东西，
适当的饥饿有助于康复。

由于肚子难受，也不太想吃，连着两顿没有吃饭，今天
上午十点左右，大概是肠胃好了，它们向我发出了强烈地抗
议，咕噜咕噜一直叫，可是离吃饭时间还早，先忍忍吧！

饥饿时的我鼻子变得格外灵敏，课间一下楼，我就嗅到
了从餐厅方向飘来的香味，像是炸河虾，要不就是炸带鱼，
也有可能是热狗呢！ 对了，每次吃腊肠的时候，都会有西红
柿炒鸡蛋作搭配，这时我仿佛看到了鲜红的汤汁，灿黄的鸡
蛋，怎么回事？ 饥饿还会使我的想象力变得这么丰富，不能
再想了，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转移一下注意力，和同学们做做游戏吧，投沙包时，我
感觉我四肢无力，投也投不远，跳也跳不起来，太阳白花花
的直刺眼。只感觉前胸贴住了后背，这让我突然想起了非洲
难民，心里不禁一阵难过。 正胡思乱想着，对面禹瑞一个沙
包投过来，我没有防备，桔黄色的沙包在阳光的照耀下像一
个面包一样飞过来， 也忘了躲闪了， 接着沙包就想往嘴里
送，惹得同学们哈哈大笑。

今天上午的时间感觉特别漫长， 数学老师在上面讲什
么，我完全没有听进去，只想着铃一响我就要向餐厅冲去，
哪怕平时最不喜欢吃的馒头我也要吃两个，唉！挨饿的滋味
真不好受啊！

下课铃终于响了，我飞快地冲向餐厅…
（辅导教师 李静芳）

西湖即景
小学六年级（2）班 王晓冰

去年暑假，我去了美丽的西湖。 西湖果然名不虚传！ 那清澈的
湖水，细小的波浪，清香而又凉爽的微风，令人心旷神怡。

先说那号称“岛中岛”的三潭印月吧。 从西湖边儿上坐游船到
三潭印月，一上岛，眼前是一片郁郁葱葱的竹林，鸟鸣声不绝于耳，
清脆动听，我们怀着欢快的心情一路向前。走上小桥，桥下水中
的鱼儿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 讨论着今天谁会给它们喂食
吃。 呼呼呼，风刮起来了，天灰蒙蒙的，一大群蜻蜓在草丛中
低飞，湖水不断拍击着岸边，下雨了，万根银针扎向地面，凉
爽的风吹着我的脸，好舒服哇！ 我们跑到亭子中避雨。 这个亭
子的风格独特，名叫晚香亭，四个柱子又高又大，像大象的腿一样
粗；顶儿好似茶壶的盖子；亭中的木椅围成了一个三角形，确实很
特别。

再说那雷峰塔。 塔身重重叠叠，大约有六十多米。 坐电梯到二
层， 只见原来雷峰塔崩塌碎裂的砖石堆在一起， 像一个城堡，“城
堡”下有几块柱顶石，传说把硬币投上去就会有好运。又到塔顶，昂
首远眺，只见许多茂密的塔松像一把把的巨伞，为人们带来阴凉。
再向右看，一座小塔映入我的眼帘，那不知名的小塔小巧玲珑，塔
身瘦长，真是有趣极了！

我喜欢西湖，希望能再次来西湖旅游。
（指导教师 赵彩菊）

责任编辑/ 牛景敏 制作：何丽颖 校对：王海青
2015 年 4月 18日 星期六

青青豆Email:tete6915@126.com

天河山美景
英华小学三（7）班 刘程栋

� � 周末，我来到天河山旅游，一下子被它的高大、雄伟所
吸引。

天河山的山，高大险峻；水，清澈见底；树，翠绿无边。
在登山的过程中，我不时地停下来观望，那山高得已经快
穿过云霄了。 我在上山的途中见到很多景物，我觉得最美
丽的还是那些上山时看到的形态各异的山和石，有的是平
缓笔直，有的是危峰兀立。 上到半山腰，我往下面一望，啊，
好高啊，真有一种“会当凌绝顶”的感觉。

最壮观的是牛郎山和织女山，如果你定睛一看，就会
在山间很清楚地看到那貌似牛郎、织女，还有他们的孩子
在巨大的山石间隔河相望。 看到这一幕真是让人心中有种
说不出的滋味来。 在那附近怪石嶙峋，像巨象，像少女，像
狮子……个个有故事，个个有传奇。

天河山，有说不完的传奇故事，有看不完的美丽景色，
我怎能忘记这一美丽的人间仙境呢？

（指导教师 曹庆斌）

春雨的香味
春雨 44 班小学五年级 程美婷

� � 昨夜，一场春雨悄悄来临，给一冬无雪的干旱的大地，
带来了福音。

早晨，我迷迷糊糊被爸爸叫醒，揉着眼睛洗漱吃饭，突
然我想起了什么，大叫一声：“忘了，忘了，说好 8 点去森林
公园玩的！ ”爸爸拍了一下我的头说：“赶紧吃饭，吃完饭就
去！ 昨晚下雨了，空气很新鲜！ ”

我以最快的速度吃完饭，穿好衣服就跟爸爸下楼了。楼
下，雨刚刚停，几棵海棠树的花瓣散落在地上，让我想起了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的诗句。 突然，一种香味钻进了
我的鼻子，咦，哪里来的香味呢？ 花香？ 我凑近海棠花闻一
闻，不是这种香，那是什么香呢？ 我像小狗一样，嗅啊嗅，闻
到了！ 原来是旁边小水洼里的香味。

我赶紧跑过去，使劲用鼻子去闻，好香啊，淡淡的、带着
甜味，闭上眼，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小雨滴正滴滴答答变成
香气钻进我的鼻子的情形。爸爸看我看得入迷了，也跟过来
闻一闻， 但是他并没有闻到什么香味，“哪里有香味？ 别磨
蹭，赶紧去公园啦！”我被爸爸的声音吵回了现实，马上拿出
小瓶子，装了一小瓶水给他闻。 为什么没有香味呢？ 明明是
他没有闻到好吧！

骑着电动车，我们驶往森林公园。 一路上，雨的香味扑
面而来，那是一种清新的、带着甜味的、湿润的、又有一点泥
土的味道。

终于，我们穿越道路两旁的花海，来到了森林公园。 一
进公园，除了小鸟的歌声，最吸引我的，还是春雨清新的香
味。这香味弥漫整个公园，我也开心地在这个雨后清新的公
园里，徜徉了整整一个上午。

春雨的香味，很香很香，你闻到了吗？
（指导教师 赵颖）

我爱故宫
幸福源小学二（1）班 张艺珈

美丽的北京城内有座故宫。它不但壮观而且历史悠久，古老的
城墙、幽深的古井、精致的文物，仿佛都在默默讲述着那漫长岁月
的故事。

夜晚，一盏盏彩灯照射着它，光彩夺目。 古老的故宫变得更年
轻、美丽、辉煌了。 看着它，就仿佛穿越到了封建王朝的辉煌时刻。

我爱故宫，爱它的悠久历史，爱它的辉煌建筑！
（指导老师 梁瑞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