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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诗人群

实验小学四（4）班 严梓瑜

多肉植物品种繁多，是一种既
好养又不好养的植物！说好养，是
因为它们大多像仙人掌一样耐
旱。说它们不好养呢，是因为它们
对环境的要求非常苛刻。

我妈妈在单位的阳台上养了
近40盆多肉植物……

为了能够经常看到这些萌萌
的“肉肉”，节假日我总会主动陪妈
妈去单位值班，因为这样可以与我
那些心爱的多肉们近距离地“亲密
接触”呀！多肉大多是些奇形怪状
的植物，有的像绿色的玫瑰，有的
像美丽的蓝莲花，有的像透明的露
珠，还有的像帝奇的五星飞镖……
我更喜欢像熊掌的熊童子！

熊童子肥嘟嘟的叶身绿绿的，
叶片上面长着细细的“熊毛”和“熊
指甲”。在阳光照射下，“熊毛”一
根根竖起来，“熊指甲”则血红的，
别提有多萌啦！但是多肉好像都
有休眠期，夏天，多肉被晒得萎缩
起来，熊童子当然也不例外。每当
我看到小熊掌一副萎靡不振的样
子，就不由自主地心生怜爱，恨不
得立即造一堵石墙为它遮挡阳
光。可妈妈说，多肉一定要通风，
要不然一下子就死了，夏天还是多
肉必须要坚强面对的一道“坎”。

听了妈妈的话，我不得不狠狠
地打消了这个念头。我小心翼翼
地抚摸着停止生长的熊掌，只能表

示一下安慰和鼓励。可万万没想
到，我只轻轻碰了碰它，一片叶子
就掉下来了，此时此刻，我的心都
要碎了！

再来瞧瞧另一盆像宝塔的星
王子吧！它那四四方方的样子，显
得有些呆头呆脑。但仔细观察就
会发现，它的叶子其实是三角形
的，只是一层一层叠上去就变成了
正方形。其呆萌的模样与熊童子

相比，一点儿也不逊色。要是在旁
边再围一圈玉露多肉就更完美了！

说到玉露，还真有一盆！现
在，我就向你隆重介绍一下集可爱
与美丽于一身的多肉——玉露。
这是一种晶莹剔透的植物，叶瓣很
多，呈绿色。休眠期时，叶瓣会变
成紫色或咖啡色，给人蔫蔫的感
觉。它那深而弯的纹路，极像一个
老人畸形的血脉，这也是我比较喜

欢的一种多肉。
多肉品种真的很多很多，名字

也都特别复杂好听，以后我再给大
家一一介绍吧！

多肉真是美丽而可爱！Beau⁃
tiful！你喜欢上多肉了吗？

一枝一叶总关情。小作者在
认真细致观察的基础上，从各个不
同角度展现了多肉植物无与伦比
的“呆萌”模样，生动有趣的语言将

“肉肉”的可爱之处描绘得淋漓尽
致，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肉肉”
们的喜爱、赞美之情。

小作者先总述多肉植物的特
点，而后笔锋一转，详细描写妈
妈养的多肉植物的可爱模样，风
趣诙谐的语言，生动形象的比
喻、排比句，不仅增强了习作的
感染力，也让读者充分感受到了
小作者内心的喜悦之情。接着，
又浓墨重彩地对熊童子、星王
子、玉露进行细致入微地描绘，
不但写出了三种多肉植物的共同
特点，而且凸显了它们各自不同
的外形特点和精神状态，既写出
了共性又突显了个性，更表达了
满心的喜爱、珍惜之情，达到了
一石数鸟的神奇效果。结尾点
题，虽言简意赅，却更耐人寻味。

可爱的“肉肉”

宁海中学高二（8）班 葛天乐

伫立千年
在你身上却看不到丝毫疲倦
木桶声声
伴你走过一甲子又一甲子
飘荡至今的炊烟

石缝边沿
厚重的苍苔和老迈的蕨类
像大树年轮一样
垒成一层层又一叠叠
装扮出你沧桑的容颜

古老的井圈
记载着岁月的斑斓
你用无声的语言
送走一代又一代
斜倚在你窟臼里的竹竿

宽容的腹间
深藏着发自地心的甘泉
一桶桶又一瓢瓢
忙时添味家宴
闲处浇花庭院

忽然有一天
自来水的管线
从一根根到一片片
让你处在了退休的边缘
昔日的繁华回归若如初见

没有抱怨没有眷恋
看惯了沧海桑田的变迁
你仍旧静穆庄严
一天天又一年年
继续为乡愁代言

古井（外一首）
城东小学六（6）班 赵一荻

泪珠在她眼里又走一圈，拉成
一条晶莹，“啪”的一声掉在地上跌
碎了。

随即传来的是耳畔的呜咽声，
她蹲在墙角，不停地拉扯着自己凌
乱的头发，抬眼望去，昔日摆放整齐
的桌子上的东西，已经被她扫到地
上。

门外的父母不停地敲着她的
门，但她一声不吭。

命运对她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幼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夺走了
她引以为傲的美丽容颜，脸上被一
条巨大的伤疤所占据，别样的狰狞。

为什么？
她曾多次问过自己，内心都是

绝望的……
她的眼眶逐渐发红，把头埋得

更低，身体不停的颤抖着，泪如决堤

的洪水一般涌了出来，为什么连哭，
都这么约束？

她的牙齿紧紧抿着下唇，一股
淡淡的血腥味在她的口中蔓延开
来，很涩，前一秒还没干透的眼泪，
后一秒划过脸颊。

今早，她来到学校时，额前掩着
伤痕的头发被风撩起，恰好，被他班
里那个号称大喇叭的男孩看见了。

当然，这还不是最严重的。
与她同桌半年的那个和她关系

还不错的男孩什么都没说，只是他
探向她的眼神与往常不同，就似睥
睨一切。

有什么意义呢？
就在她绝望之际，她的父母破

门而入，看着瘫坐在地上，双眼空洞
无神的女孩，冲上前，拥住了她，母
亲将她的头埋到自己的胸口，而父
亲则不停地抚着她的背部。

“囡囡，没事了。”她的母亲轻揉

着她的脑袋，轻声安慰。
她的父亲也是气急败坏，厉声

道：“谁欺负你了，跟爸爸说！”
她默默一愣，在她的眼底积蓄

已久的泪水涌了出来，她趴在母亲
的肩膀上，放肆地哭着，泪水将她母
亲的衣服打湿，深一块浅一块的，让
人很是心疼。

父母无声息地安慰着自己的宝
贝女儿，拥着她紧紧不放，三个人犹
如连体婴一般，黏在一块儿，她的眼
角，又沁出一滴泪，甜甜的……

许久，她似是将所有烦恼抛尽
了似的，在母亲的胸口处绽开了笑
容……

（指导老师：杨世扬）

泪

大佳何小学五（3）班 赖可昕

秋天，不像春天那样春意盎
然，有着勃勃生机；秋天，不像夏
天那样艳阳高照，有着火一般的
热情；秋天，不像冬天那样银装素
裹，化身洁白的世界。但秋天，自
然也有它与众不同的色彩。

秋天像一个穿着金色衣裙的
仙女。她那轻飘的衣袖拂去了太
阳的焦热，将明亮和清爽撒给大
地。她用宽大的衣衫挡着风寒，
却捧起沉甸甸的果实奉献人间。

秋天像一支神奇的画笔，把

大地画成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宫
殿，又将一片片落叶画成了一个
个穿着芭蕾舞裙的小姑娘，在空
中翩翩起舞，多么优美，多么奇
妙！

秋天又像是一位慈爱无比的
妈妈，怕我们酷暑难熬，用她那双
温暖的手散发出阵阵凉爽的风；
又怕我们饿了渴了，将那丰硕的
果蔬大把大把地奉献给我们。

这样天高气爽的秋天，你难
道不喜欢吗？

（指导老师：刘香娥）

秋天

跃龙中学初二（9）班 石林骐

成长的道路上，不可能总是
那么一帆风顺，每当烦恼侵入身
体，去腐败人的意志时，一定要保
持乐观，打开自我。

——题记

不知怎么的，烦恼就似和了
胶水的泥巴，糊在他的身上，让他
无法逃离。原本事事顺心的他，
刚步入少年时，便感到自己四处
碰壁。烦恼，就像那日落时的黑
影，爬上了身……

“又是倒霉的一天！”他自
语。偌大的房间只有他独自一人
在来回踱步。他，时不时用脚使
劲踢着墙壁；他，越想越不明白，
越思考越是烦恼，越回忆越是生
气。最终，他把这几天所受的气，
把一切的不顺心，全部化为一声
震耳欲聋的怒吼！屋子似乎在微
微颤动，吊灯也在缓缓摇摆着，屋
外的风，似乎在回应他，发出一种

更加刺骨的呜咽。“啪”窗子被吹
开了，风也仿佛吓了一跳，渐渐变
得柔和。他扭过头向窗外一望
……

他静了，转过身，似乎入了
迷，他走向窗边，用双手托着腮帮
子，伏在窗口，呼吸着清冷的风夹
卷而来的、雨后的泥土的芳香。
窗外，是一片明艳。这一切，是他
之前一直未曾关注过的。

那是满地的青绿，两排高大
的喜树，各自挺立不动，只有风在
调皮地拨弄着喜树的衣冠。阳光
洒下零碎的金鳞，湖面上，蜻蜓滑
过水面，点出闪闪的波光。湖边
的柳树，正垂下长长的绿发，拂起
阵阵清风，吹向他的面颊，叶吹去
了他所有堆积在心中的烦恼。

也许是这好心的风，帮助他
解开了心结，吹去了他身上所沾
染的污泥。光，又洒在了他的脸
上，但他不知道，是他自己打开了
那个尘封已久的心窗……

打开
随风 随鸢
蓝天白云下是浅浅的黄沙滩
纸鸢的两头
连接的是黑眼珠与鸢尾巴
一头贴着海岸线
一头连着天际线

童年就一直幻想着飞翔
曼妙身姿像嫦娥飞天一样

独自到太空中去数星星
与伙伴们一起顺着彩虹捞月亮
那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理想
只知道孙行者
常常腾云驾雾 从天而降

长大后逐渐明白
我其实就是一只纸鸢
不管飞得多高多远
总有一条无形的丝线牢牢引牵
线的那一头
是老师魔术杖一样的教鞭
还有那父母亲逐渐老去的容颜

随风 随鸢
放飞的日子只剩下短短三两年
纸鸢的两头
连接的是风华楼与象牙塔
一头守着地平线
一头通向天际线

纸鸢

星海小学五（5）班 葛思澄

我的家乡在宁海县岔路镇湖头
村。村域面积 3 平方公里，人口
1500 人，背靠大洪山，气势宏伟。
家乡的巧妙建筑与田园风光浑然一
体，营造出一幅秀山碧水、古树小
桥、深巷人家的唯美画卷。

在湖头村的村口，有一块大大
的石头立在那里，上面写着三个鲜
艳醒目的繁体字“湖头村”。在路的
两旁有许多果树, 秋天到了，那儿
就会飘来一阵阵果香。继续往前
走，在小路的右边，是“葛洪纪念

馆”，里面有许多关于葛洪的文章，
还陈列着许多葛洪用过的东西。在
小路的左边，就是那条独特的小河
了，在小河的前面是一个文化礼堂，
它是湖头村的标志性建筑。

这个村庄最令人向往的地方，就
是那条小河了。一到春天，小河便唱
起“叮咚、叮咚”的歌曲，孩子们也跟
着唱起来。夏天来了，小河上全是荷
花。圆圆的荷叶衬着那淡粉色的荷
花，可爱极了。不知不觉，秋天又悄
悄地来临了，小河换上了耀眼的淡黄
色新装，犹如铺了一层地毯。到了冬
天，小河边结起了一块块冰块，孩子

们穿着大棉袄，捞起冰块比比谁的又
大又厚，虽然小手被冻得通红通红，
可是都玩得不亦乐乎。

在小河的中间有一座石桥架在
上面，供人们行走。在小河的两旁
也有许多大树。走到小河的一头，
有一棵几个成人腰宽的古樟树。经
常会看见那棵古樟树下有几个孩子
在玩耍。

我的家乡湖头村真是个风景优
美的好去处。你有空，不妨来我家
乡游赏一番。

（指导老师：岑银钿）

我的家乡湖头

大佳何小学五（1）班 林欣怡

秋，踏着轻盈的步伐，乘着凉
爽的秋风，哼着丰收的歌曲，再一
次降临人间。

金色的梧桐叶飞往世界各
地，作为秋天的使者，向人们宣告
这美好季节的到来。凉风习习，
听着风在耳边呼啸，我望着这金
黄的世界，不由得出神。

眼前的秋景竟是这般的迷
人，特别是那写满了秋意的田
野。那一株株饱满的稻穗充满了
成熟的喜悦。他们低着头、弓着
背、弯着腰，好像是成功者谦虚的
模样。那淡黄色和淡绿色结合得
恰到好处，让人心情颇佳。红如
火焰的高粱高傲地挺着胸，成群
挤在一起时，恰似一片红霞密布

的天幕。秋风缓缓地在高粱地上
拂过，红彤彤的高粱像波浪似的
向前推进，与太阳光交相辉映，美
不胜收。

看那连绵不断的山川，已无
夏季的葱绿，取而代之的是属于
秋季的黄色韵味。树影婆娑，不
计其数的树叶被风吹得沙沙作
响，慢悠悠地在空中飞舞，为这份
能够让人沉醉其中的美景，再添
上了绚丽的一笔。

远处的夕阳渐渐躲入山后，
原来光芒四射的西方天地变得昏
暗，身旁的景物有些模糊了。

我转过头向家走去，可无论
如何，也藏不住我心中那份来源
于秋的悸动。

（指导老师：葛和睦）

秋天

跃龙中学 陈丽君

金阳小学三（4）班 卢家涛

秋天的雨，伴随着飒爽的秋风，给人们带来
清凉和温柔。

秋天的雨，有一盒色彩斑斓的颜料。你看，
它把橙红色给了橘子，橙红色的橘子像一盏盏小
灯笼，照呀照呀，照亮了秋天的果园。它把紫色
给了葡萄，紫莹莹的葡萄像一颗颗小水晶，闪啊
闪啊，带来了秋天的丰收。黄色，是给果树的，
菠萝、鸭梨你挤我碰，争着要人们去摘呢！山林
得到的颜色就更多了，淡黄的、鲜红的、墨绿的
……美丽的山林像一幅五彩的画。

秋天的雨，藏着非常好闻的气味。玉米甜甜
的，桂花香香的，还有芒果、石榴，好多好多香
甜的气味，都躲在小雨滴里呢！小朋友的脚常被
那香气勾住。

秋天的雨，吹起了金色的小喇叭。它告诉大
家，冬天快要来了。熊正在四处寻找山洞准备过
冬；大雁一会儿排成“人”字，一会儿排成

“一”字，飞向南方；鲤鱼游到食物多的地方去
“度假”；角马正在赶往新的栖息地准备冬眠。

秋天的雨，是对秋姑娘的问候。燕子追上白
云，秋风掠过果园，送来一片丰收的歌吟。

（指导老师：胡云飞）

秋天的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