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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里的故事
实验小学四（4）班

王瀚翊

今年的冬天似乎比往年来得
更早一些。雪花飞舞，顷刻间，
大地便盖上了一层棉絮般的白
雪。看到如此美景，小花狗准备
来一场别开生面的堆雪人游戏。
可一个人玩多没劲呀！小花
狗觉得多找几个朋友一起才好
玩，才热闹呢。于是，他走啊
走，来到一块萝卜地，看见几只
小兔子正在拼命地拔萝卜，小兔
子们从地里拔出来的不仅有白萝
卜，还有胡萝卜，大家干得可欢
了。小花狗满心欢喜地跑过去，
揪住一只小兔子毛茸茸的长耳
朵，大声吼道：“喂，拔萝卜有什
么好玩的，我命令你们陪我一起
去玩堆雪人的游戏，不允许拒绝
我。”小兔子很不高兴地推开小花
狗那只脏兮兮的小手。“哼，我们
才不要跟你去玩堆雪人的游戏
呢，你还是去找别人玩吧，你这

个没礼貌的家伙。”小兔子扛着刚
采收的萝卜气呼呼地走了，只留
下小花狗独自一人在风中凌乱。
小花狗跑到小黑熊的石洞
里。“小黑熊，小黑熊，你在吗？
我们一起去堆雪人吧！”小花狗一
连呼唤了好几遍，小黑熊才揉着
他那睡眼惺忪的双眼，打了一个
大大的哈欠和一个冷颤，有气无
力地回答道：“不好意思，我要睡
觉，等到春天来了我才会苏醒
呢！”小花狗连忙问道：“你难道
不会饿吗？”小黑熊不耐烦地回答
道：“我身体里有许多脂肪，不会
饿的，你去找其他人玩吧，别来
烦我。”说完，便继续呼呼大睡，
找梦仙子玩去了。
小花狗垂头丧气、满脸忧伤
地走出石洞，一想到小兔子、小
黑熊都不愿意跟他玩，便失望地
哭了起来。
森林里的小仙女飞到小花狗
身旁，轻声安慰道：“小花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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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阳小学五（2）班 张珂羽

潘珂昊

落叶们要去旅行了
调皮的风儿来帮忙
落叶跳下了大树
在空中舞蹈
风儿打了个哈欠
落叶们掉进了水里
游泳
风儿鼓嘴一吹
落叶们掉在小路上
睡大觉
把灰色的小路
染成金黄金黄的梦

在安静的新华书店里，人来
人往，挑选着自己喜欢的书。一
本本书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柜子
上，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可是，
最吸引我的是这本——庞婕蕾写
的 《最好的知己》。
我找到一个僻静的位置坐
下。翻开书，一页一页地读着，
每一页，都像一张藏宝图，让我
一页一页，去探索。
这本书中的故事情节一波三
折，让人如痴如醉：好朋友之间
的第三者——袁圆，两人断开的
友谊，越走越远的知己……令人
生气得直跺脚，可又想揭晓最终

的答案；被扔在一旁的信件，为
知己精心挑选的礼物，曾经许下
的诺言，似乎都被当成了幼稚的
玩笑，好知己究竟如何做出选
择，一切都是个谜团。
读着一本本好书，就像心儿
插上了翅膀，在云朵里飞翔；探
索各种未知的答案，飞往主人公
的内心深处，猜测主人公的抉择
……
这些书当然也不是白看的，
通过阅读，我的作文水平有了明
显的提高。以前，我被顽皮的小
孩“塞”住了灵感，作文写得又
短又差。现在那块“大石头”终
于被搬走了，我的灵感又“哗哗
哗”地流出来了。连老师都拍手

落叶微雨当知秋
宁海中学高一（8）班

习作按照事情发展的顺序娓娓
道来，开头用精练的环境描写，为故
事情节的发展做好了铺垫，自然而
然地引出了下文，接着用细腻的笔
触，浓墨重彩地描写小花狗兴高采
烈地去找小兔子、小黑熊一起玩却
难以如愿的经过，而后写小花狗在
小仙女的教导下，终于认识到了自
身的错误，并主动改正了错误，最后
用“尊重别人是一种美德。”揭示全
文主题。整篇习作将森林里的故事
讲述得有头有尾而主题鲜明。习作
详细描写小花狗找小兔子、小黑熊
的经过，重点突出，主次分明。第
二、三自然段中小花狗的语言、动作
描写，极其准确地展现了它邀请小
兔子、小黑熊时没有礼貌、不尊重别
人的性格特点。最后一段在点明主
题的同时，以小花狗的笑结束全文，
给人教育和启迪，
更耐人寻味。

【宁海家长帮】

落叶

扫一扫
叫好！
每一次翻开书页，我不知道
书中的人物会做什么，也不知道
下一秒是喜悦还是忧伤，但都是
一次奇妙的旅行。
书，就像我最好的知己，伴
着我入睡，伴着我起床，也一直
伴随着我成长！

可爱的小生命
实验小学四（4）班

任欣彤

9 月 22 日 星期六 阵雨
今天我把绿豆装在透明的瓶子
里，往瓶子里倒了少许的水。
绿豆是圆形的，穿着一件又绿
又有点白的外衣。
绿豆刚进入水中时，似乎并不
适应，拼命挣扎，嘴巴里还吐出小
泡泡呢！
9 月 23 日 星期天 多云
今天，我带着我的小绿豆坐火

桂花雨
星海小学四（4）班 王欢旎
下雨啦！
下雨啦，
咦？真奇怪！
这雨怎么是一朵朵的？
月白的，
金黄的，
橘红的，
闻一闻香甜的味道
哦！
原来是秋姑娘撒下的桂花雨。
（指导老师 星海宣）

上学记
城中小学六（5）班 陆嘉瑶
小学生，上学校，
一边走，一边瞧。
太阳公公跟着他，
扮个鬼脸笑一笑。
小学生，素养好，
讲文明，懂礼貌。
看见垃圾忙捡掉，
斑马线上不跑跳。

杨晓东）

车从宁海到杭州，来了个远途旅行。
只一夜不见，小绿豆便丰满了
不少，衣服都撑破了，膨胀得像一
个大胖子。咦，屁股后面还长出了
短短的小尾巴。妈妈对我说：它发
芽了，过几天会长高的。我心里
想，小绿豆应该会这样说：小伙伴
们，我们加把劲，很快就能见到我
们的新主人啦！
9 月 24 日 星期一 晴
时间过得好快，假期即将结
束。瓶子里的小绿豆还在拼命地发

芽成长中，我多么希望它快快长
大，早点让它们看到我这位新主
人。
为了促进它们健康的成长，我
还给它们换了新鲜的水。
可我还是着急，按捺不住期盼
的心，时不时地打开盖子，给它们
呼吸呼吸外面的空气。有时我真想
把它们抓出来放在手心上，仔细地
观察它们，可又怕弄疼它们，使它
们受伤或失去生命，我只能煎熬地
等待它们成长。

爱上阅读
大佳何小学四（1）班

冯俊恺

里？有多神奇？他为什么会这么神
奇？他做了什么神奇的事？……”
曾经的我见到书就很头疼，上 “看你这小眼睛转的，告诉你吧，
这可是一个可以装在口袋里的爸爸
面密密麻麻的文字，像蚂蚁一样挠
哟！”“口袋里的爸爸？你骗人，爸
得我头皮发麻。但是这一切都在我
爸怎么可能变得这么小？”妈妈意
上一年级时的一个下午改变了。
味深长地笑着说：“你不信可以自
记得那天，阳光懒洋洋地从窗
己看看呀，不仅爸爸变小了，他的
户照进来，被窗棂分割成几小块。
孩子还变成了一个大巨人，真的了
我在玩具堆里玩得不亦乐乎。
不得呀。”
“咔”的一声，妈妈打开门，并走
我迫不及待地像一匹飞奔的骏
了进来，手里还握着一本书：“恺
马窜过去，夺过妈妈手里的书，一
恺，我最近认识了一个神奇的爸
溜烟儿跑到了床上，翻开“知识海
爸，我想你一定会喜欢的。”话音
洋”的第一页，看了起来。一晃
刚落，我心里的问题如雨后春笋般
眼，一个小时过去了，我已经看完
冒 了 出 来 ：“ 神 奇 的 爸 爸 ？ 在 哪

了大半本，可我却觉得才看了五分
钟而已。时间怎么可能过得这么快
呢？妈妈像是猜到了我在想什么，
笑 着 说 ：“ 我 想 你 已 经 爱 上 阅 读
啦。
”原来阅读是这么愉快又有趣的
事吗？再看看手里的书，原本令人
乏味的白纸黑字，此刻已变成了另
外一种模样，竟觉得有些可爱起来。
到现在，我已经看了上百本书
了，不仅如此，我还爱上了写作，
书已经成为了我的精神食粮，成了
我生活的必需品，每日不翻几页
书，总觉得不是滋味。
（指导老师 俞佳囡）

周卉

在四季轮回之中，我偏爱生
来似乎寂寥的秋，它不同于春的
生机盎然，不同于夏的欣欣向
荣，更不同于冬的岁暮天寒。它
是四季中最特别的存在，因为它
既是生命的终结，也是生命的延
续。
这一点在落叶上体现得淋漓
尽致，也因此，落叶成了秋天的
代名词。正如迎春花迎接春天，
万千悬挂在枝头的叶也早早做好
了准备，只待那微凉的秋风一
过，便纷纷由枝头坠下，义无反
顾，构成了这世间最平凡却也是
最震撼的景。
说它平凡，是因为万千年
间，一代又一代的叶子们都重复
着同样的工作，在人们眼里，这
早已成了熟视无睹的小事。或
许，当落叶飘到人们头顶，人们
还会感叹秋天的到来，可对于那
坚贞、无私的叶本身，却往往被
遗忘。
又说它震撼，是因每一片落
叶都带着一个伟大的使命，它们
要将短暂的一生投入一个伟大的
事业之中！为了这个事业，它们
已准备了许久，从还是一枚嫩芽
开始，到成为枝繁叶茂中的一
员，再到随着秋风飘去。它们喜
悦着，在风中跳跃，旋转，飞舞
……直到落在柔弱湿润的土地。
一切都归于平静。它们成功了，
成功地将自己再一次奉献给了孕
育自己的土地。随着时间的推
移，它们会腐烂，会化成尘土，
会变成养料，和大地在一起孕育
新的生命。
或许你会觉得这样的奉献微

不足道。可若是数不尽的叶进行
着同样的奉献呢？感受一下，数
不尽的生命，心甘情愿甚至是兴
致勃勃地投入这一个伟大的事
业，这该是何等的震撼！
落叶终结了自己的生命，却
延续了一代又一代更加绚丽的生
命，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生命的奇
迹？也正是这样一种生命华章的
重复，让本该有些凄凉的秋，也
在顷刻间温暖起来。
当然，还不止是落叶。
还有那广阔田野上，整齐排
列的稻谷，黄澄澄的，颗颗饱满
而透亮，还有那果园里或黄或红
的果子，鲜艳，丰硕……这一切
的一切，都属于秋天，属于这个
温暖的秋天。
甚至还有那泛着微凉的秋
雨，彻底冲刷了炎夏的酷暑，也
拂去了人们心底的燥热。使得整
个世界都清静下来，使得人们能
够用心去感受生命的壮阔，感受
秋的绚烂。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
胜春朝”，这是古人流传下来的
诗句，我曾经不能理解，可现在
看来，似乎也真的是这样。或许
秋是没有春那般伟大，将世界从
寒冬中引向温暖，使万物伊始，
开启又一次的轮回。可秋也有它
自己的伟大，比起春的润物细无
声，它的奉献更为决绝，也更加
默默无闻。而这，就是我爱秋的
原因吧。
撑一把伞，站在雨幕之中，
看着眼前树叶寒落，听着雨点敲
打在伞上，也似敲打在了心间，
泛起了涟漪，又最终归于平静。
我知道，是秋天到了。
（指导老师 郑建明）

秋天的柔石公园
星海小学五(3)班

风儿打了一个喷嚏
落叶们来到田野
给农民伯伯
带来了一张丰收的成绩单

一看时间已不早，
背起书包奔学校。
踏进校门铃声叫，
还好还好没迟到。
（指导老师

同题作文

书香知己

小诗人群

回浦小学五(1)班

为什么独自一人在这里哭泣呢？”
小花狗把自己的经历一五一十地
告诉了小仙女，小仙女嫣然一
笑：“小兔子们是被你那无理的态
度给气跑了，小黑熊需要冬眠，
所以他们都不能陪你一起玩。不
如你去找小山羊和梅花鹿一起玩
堆雪人的游戏吧！不过，请你千
万记住，邀请别人一定要有礼貌
哦！”
听了小仙女的教诲，小花狗
擦干眼泪，一蹦一跳地离开了。
这次小花狗很有礼貌地邀请了小
山羊和梅花鹿，小山羊和梅花鹿
果然爽快地答应了小花狗的请
求。这次，小花狗的心里甭提有
多高兴了！
尊重别人是一种美德。现
在，小花狗终于明白了人与人之
间需要互相尊重。此时此刻，小
花狗会心地笑了，他笑得那么温
柔，那么可爱，也笑得那么美好！

版式：王肖丹

应子瀚

我的家乡在宁海，是一个风
景优美的地方。柔石公园就是镶
嵌在宁海的一颗璀璨明珠。这儿
的鸟，比别处的可爱机灵；这儿
的草，比别处的嫩绿；这儿的
花，比别处的沁人心脾。一年四
季美不胜收，而我最爱的就是秋
天的柔石公园。
百闻不如一见。一走进柔石
公园，最夺人眼球的是那一棵棵
穿着金色衣裙的大树，一阵秋风
吹过，一片片落叶像一个个美妙
的音符在空中划出一首优美的曲
子；像无数只黄色的蝴蝶在空中
翩翩起舞。一片落叶飘到了我的
肩上，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捧在手
中，贴在脸上，冰冰凉凉的。四
周一下子变成金黄一片，让人感
到像是来到了一个金碧辉煌的宫
殿。
我一边幻想着，一边继续向
前走，忽然一阵清香扑面而来，
寻香找去，来到了一条开满菊花

的小路旁。菊花的颜色可真丰富
啊！有紫红的、淡黄的、雪白
的……这些怒放的秋菊在秋风中
频频点头。一旁的桂花竞相开
放。阳光下，满树的桂花闪烁着
金色的光芒，特别耀眼。一簇簇
金黄色的桂花和米粒差不多大
小，凑近一闻，浓郁的香气一股
接着一股，袭人心怀。
桂花树旁有一个清澈见底的
小湖。秋风拂过，湖面波光粼
粼，在阳光的照耀下，像碎银子
一样闪烁着，仿佛湖底藏着巨大
的宝藏等着人们去探索。湖四周
被高低起伏的假山环绕着，湖里
的小鱼时不时躲进假山里，然后
探出头来东张西望。几片叶子晃
晃悠悠地飘落下来，不经意地落
到湖面上，惊吓到了小鱼，小鱼
一甩尾躲了起来，湖面顿时泛起
层层涟漪，构成了一幅美妙的风
景图。
我爱这多姿多彩，秋色宜人
的柔石公园！
（指导老师 张天浩）

秋，
原来你在这儿
城东小学六（1）班

杨涵凌

说起徐霞客大道，大家一定
非常熟悉。徐霞客大道景色宜
人，别有洞天。
大道两旁全是苍翠挺拔、郁
郁苍苍的大树，为人们挡住了阳
光。花儿争奇斗艳，万紫千红。
小草迎风舞蹈……
早晨，有许多老奶奶老爷爷
在那儿练太极拳，跳扇子舞。
那儿有一条宽阔的河。河水
很干净，河面很静，静得如同一
面镜子。哟！记得以前，有的人
在那儿洗衣服，有的人在那儿游
泳，还有的人在那儿投石子玩。
美极了！站在徐霞客大道往远处
望，还能看见飞凤山庄那奇特的
山石。你看，那边的山石像一只
展翅欲飞的雄鹰。你看，这边的
山石像一只正要跳起的青蛙。你
看，半山腰的石兔、石龟，好像
正在龟兔赛跑呢！
秋日里，那清澈的河面，映

照出蓝天白云。一条条金色的、
银色的小鱼跃出水面，一会儿又
在水中消失不见，激起了一朵朵
洁白而又美丽的浪花，好像在给
游人表演呢！
夜幕降临，路边五颜六色的
霓虹灯亮了起来。傍晚的徐霞客
大道是热闹的。人们走出家门来
到徐霞客大道。一阵阵清凉的微
风迎面扑来，凉爽极了！
秋天的徐霞客大道是绿色
的。你看，小柳树在微风中翩翩
起舞。秋天的徐霞客大道是黄色
的。你看，那黄黄的金桔和小巧
的杏子高高地挂在树枝上。秋天
的徐霞客大道是忙碌的。你看，
那风中飘落的黄叶让清洁工人扫
了一遍又一遍。秋天的徐霞客大
道是蔚蓝的。你看，那蔚蓝的河
面在阳光的照射下格外的美丽。
徐霞客大道是宁海的外滩，
还吸引了许多外地人前来观赏
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