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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江郎山

窗外的秋天

家乡的龙潭

乡村美景

你们知道浙江的第一项世界遗产吗？没错，那就
是大名鼎鼎的江郎山。它位于浙江省江山市城南 25
公里的石门镇。这不，我十分有幸，随着旅行团来到
这里参观如此雄伟的景观。
坐在公交车上，沿着“十八弯”，我们便来到山
脚下。我们沿着小路向前行走，来到了霞客亭的下
方。抬头向上望去，葱茏的树木遮住了我的视线，只
看到隐隐的亭角。通往霞客亭的是一条羊肠小道，台
阶时高时低，大小各异，凹凸不平；台阶个数也极其
多，如长城般蜿蜒而上，一眼望不到头。我紧紧地盯
着脚下的台阶，小心地扶着身旁的扶手，一步一步努
力向上攀登。不一会儿，我的脸上便满头大汗，这些
汗水犹如一颗颗晶莹的露珠，顺着发丝滴落下来。握
着伞的右手不知何时没了力气，伞被风吹得摇摇摆
摆；扶着扶手的左手也松开了，无力地垂下来；我的
双脚就像灌满了铅，脚步已经软绵绵的。“快了，
呼，呼，马上就到了，呼，呼……”导游喘着粗气鼓
励我们。我向前望去，已经能看到霞客亭的全貌了，
台阶也望到头了。还有 40 个台阶，30 个，25 个……
我在心里默默地数着。终于，我靠着自己的毅力爬完
了最后一个台阶。就在这时，导游为我们介绍：“在
我们眼前的就是江郎山，这三座山，高 360 余米，自
北向南呈‘川’字形排列，依次为：郎峰，亚峰，灵
峰，被中外游客……”我一转头，远远看到三座山紧
连在一起，像个巨大的搁笔架；往近处看，则满眼绿
色，花草树木苍翠欲滴。
我们稍做休息，再次出发，一直向前走。刚刚消
失的汗水再度出现……大约走了 40 分钟，我们便到
达了“一线天”。它处于亚峰与灵峰之间，抬头望
去，在这两块巨石中间，一条“登天”的“云梯”通
向上方，插入了云霄，形成了一道极其独特的美丽风
景。在这里，一阵清风迎面吹来，让人神清气爽，爬
山的劳累顷刻间便化为乌有……时间不早了，我们慢
慢地向山下走去，回到了山脚的停车场。
在颠簸的路上，我暗暗思索着：当看到通往霞客
亭的阶梯如此多时，如果我退缩了，也许就看不到如
此美丽的风景了。这不禁使我联想到了学习，如果在
学习上碰到困难，我们应当勇往直前，而不是知难而
退，这样就能看到“美丽的风景”
！
六 （6） 班 朱伊伊
小记者证号：A1803828 指导老师：蔡文群

四季轮回，这么快，秋天到了！一阵阵花香果香
调制了秋的香水。吵人的蝉声被秋天吹散了，代替它
的是蟋蟀发出的银铃一般的叫声。
初秋的清晨，我喜欢静静地往窗外看。当我透过
那透明的玻璃向窗外望去时，那如白纱的云，既轻柔
又神秘。远处的高楼，近处的树林，连接成一幅美丽
的秋画。
初秋的中午，天高云淡，艳阳高照。田野中金灿
灿的，一片收获的景象。高粱、谷子、玉米，在秋风
的摇曳下，似乎在向人们点头。
初秋的下午，街道两旁，那黄中带绿的杨树叶，
还有那火一样的枫叶，远远望去，像一个燃烧着的火
堆。只有那高大的老松树不怕冷，都一大把年纪了，
松针还是那么绿得可爱。一阵阵秋风吹来，一闪一闪
的。秋风拂着五颜六色的树叶，像彩蝶一样在街道上
翩翩起舞，真有趣!
我喜爱徘徊在一个丰收的秀节，它能拨动我静浮
已久的心，满怀期待地去欣赏它那美丽的胸怀……
五 （2） 班 项馨羽
小记者证号：A1801246 指导老师：陈春艳

龙潭三面环山，景色宜人。
春天，龙潭河的水碧绿碧绿的，岸边开满了金
灿灿的油菜花。从高处看去，像仙女的飘带环绕着
龙潭河。太阳照射过去，把河水染得金光灿烂。这
时，树影、山影、花影，绿的、金的、红的，构成
了一副五光十色的河面图。
夏天，龙潭河的水很清凉，河水清澈见底，河
里的沙、石、清蛳，清晰可见。最欢快的要数我们
这些孩子们，龙潭河就是我们暑假的乐园。
秋天，是个丰收的季节。龙潭河里鱼儿肥，清
蛳壮。两岸的果树挂满了丰硕的果实，原来的青山
绿水似乎一夜间换了副黄褐色的秋装。
冬天，大雪过后，龙潭河披上了银白色的大衣，唯
独河面热气腾腾的，好比是雪山上的温泉，着实迷人。
我爱我的家乡，我爱龙潭河，我更爱建设家乡
的人们！
六 （5） 班 汪一琛
小记者证号：A1801268 指导老师：王维

春天即将到来，冬天就要迎着春雨渐渐消失了。
乡村的美景也渐渐恢复了原貌。
乡村的清晨是朦朦胧胧的。你会时不时听到一声
打鸣，小路旁的花草像是刚刚洗完澡，身上的水珠还
没有完全擦干。再往禾田看去，农民伯伯们早已开始
了一天的忙碌，小溪边的妇女拿着一桶衣服开始了浣
衣，孩子们则是拿着小小的捕蝶网在田野中玩耍。
乡村的中午是忙碌的。禾田里农民伯伯已经插了
一上午的禾苗，累得满头大汗，正准备回家吃饭，而
在家中的妇女孩子正在门口张望着。
乡村的傍晚是美好的、快乐的。在禾田里忙碌了
整整一天的农民伯伯们回到了家中，把桌子搬到了家
门前的大树下，一边吃饭，一边欢声笑语。在这欢声
笑语中消除了一天的疲劳。
乡村风景是美丽的，而这些美丽是农民伯伯们用
自己那双勤劳的双手创造的。渐渐地天色暗了下来，
人们早已入睡，做着甜美的梦，期待着明日的到来。
五 （4） 班 陈瑜琪
小记者证号：A1801253 指导老师：钟汪洋

“开卷是否有益”辩论会

亲爱的严老师：
您好！
这段时间我一直惹您生气，真的对不起。您为
了我们付出了汗水，而我还时常不做作业，不认真
学习，真的很不乖，再次向您说一声：对不起！
曾记得一年级时刚见到您，多么的温柔，多么
的可亲。现在，随着年龄的增大，我们逐渐显现出
不一样的自己：贪玩的，懒惰的，好学的，屡教不
改的……您时常生气，时常教育我们读书是为自
己。无数次的提醒在我耳边响起，我也曾不断告诉
自己一定要用功读书，做作业要更细心，养成独立
的良好习惯。可是面对您的教导，我“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以致于到了五年级我还是这样的学习
态度和学习习惯，辜负了您的良苦用心。
严老师，您真的辛苦了。您教给我们知识，生活
上关爱我们。感谢您，严老师！您是我最亲密的老
师。在过去的四年中，您陪伴着我们，您就像是大
树，我们就像是小草，您一步步呵护着我们茁壮成长。
我是个内向，不敢表达的男生，所以用写信的
方式来谢谢严老师，最后想说：严老师，节日快乐！
”
此致身体健康！
您的学生
五 （5） 班 单天昊
小记者证号：A1801259 指导老师：严秧颖

信鸽花脖子
读了 《信鸽花脖子》 后我的脑海中就会浮现出勇
敢、漂亮、机智的信鸽——花脖子。花脖子的小主人
对它进行了严格、残酷的训练。为了让它学会识别方
向，小主人把它们一家三口带到了狂风暴雨的海上，
鸽子爸爸在海上丧命。后来在跟隼的战斗中，鸽子妈
妈为了保护花脖子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花脖子的遭遇，让我落了泪，同时也有点恨花脖
子的小主人。再往后看，我才能明白花脖子小主人的这
番良苦用心。因为战争的需要，花脖子成为了军中信
鸽。花脖子一次次冲破枪林弹雨、躲过敌机的袭击，圆
满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送信任务，为和平立下了大功。
如果没有前期的严格训练，怎会有花脖子后来的出色表
现呢？我顿时明白了“梅花香自苦寒来”的道理。
我想到了我的老师，在学习上老师对我们格外严
格……稍有一点偷懒跑神的现象，老师那严厉的目光
就会射过来。那时候，我像恼恨训练花脖子的主人一
样地恼恨我的老师。我现在明白了，老师是为我们的
未来着想。因溺爱而不学无术的孩子，不可能成为栋
梁之才。从今往后，我会自觉接受各项学习任务，不
断努力，让自己茁壮地成长为社会的栋梁之才。
这本书也让我领略到了大自然的壮丽、奥秘和残
酷，还有战争的无情和血腥。一本好书，就如一位导
师，环环相扣的情节引人入胜。我决定要做自己的主
人，自觉主动学习，要磨练自己的意志，不怕困难、
迎难而上。
六 （5） 班 沈思琦
小记者证号：A1803831 指导老师：王维

发现美的眼睛
在这快乐的假期中，我读了一本非常感人的童话
书，名叫 《夏洛的网》。
一头落脚猪在八岁小女孩弗恩的精心照顾下，茁
壮成长，还拥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威尔伯”。它一天
天地长大，并与一只蜘蛛夏洛建立了最真挚的友谊。
可过了不久，威尔伯却得知自己将成为人们餐桌上的
熏肉火腿。夏洛看到朋友悲伤的神情，为了使朋友能
幸运地活下来，它毅然用尽生命将文字放在蜘蛛网
上，扭转了威尔伯的命运。
动物之间尚且如此，更何况人类呢？我们除了家
人之外，最亲的就是朋友了。我有好多朋友，每个都特
别有趣，我最好的朋友她有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还有
着一根挺高的鼻梁，有时还披着乌黑靓丽的头发，漂亮
极了。我们经常一起玩耍，一起上学呢！她十分优秀，
当我遇到困难时，总是二话不说就来帮助我。
夏洛是只普普通通的灰蜘蛛，一只渺小的蜘蛛在
威尔伯最孤独无助的时候，给了威尔伯战胜困难的勇
气和信心，并尽自己的力量，用自己的智慧和对友谊
的忠诚，想尽一切办法挽救了威尔伯的生命。
现实生活中充满了真善美，拥有发现美的眼睛，
去发现世界的美，挖掘身边的美吧！
三 （2） 班 沈思盈
小记者证号：A1801215 指导老师：胡燕红

看电视的好处与坏处
电视节目丰富多彩，深深地吸引着我。其实看电
视也是有好坏之分的。
《小小智慧树》 栏目中播放的 《太极二级》 教会我
好几招跆拳道的动作要领，这可是生活中学不到的哦。
《熊出没》 这部动画片，我最喜欢看了。喜欢里
面熊大熊二兄弟俩之间深厚的亲情，小伙伴们一起努
力对抗光头强，使我明白团结就是力量，再大的困
难，只要大家团结一心，都能解决。
当然，看电视也是有坏处的。看电视，没有控制
好距离，使我的眼睛视力下降了；有时候看得入迷，
忘了妈妈的嘱咐，甚至忘了写作业。
所以，小朋友们要控制好看电视的距离，适当地
看，不能沉迷在电视中。让我们一起努力做到哦！
二 （4） 班 吴嘉冉
小记者证号：B1800293 指导老师：徐丹

“开卷有益！”“开卷未必有益！”五年四班怎么在
“吵架”？还请听我细细道来。
这哪是什么“吵架”，这是一场辩论会。辩论会
还没开始，火药味就已经弥漫了整个教室。双方咄咄
逼人，目光中透着杀气，仿佛一只只狮子正蓄势待
发。这时，男方一辩把手撑在椅子上，站起身，振振
有词地说：“高尔基在 《童年》 中说，正是饱读诗
书，才使得他有今天的文学成就，这就是我们的观
点：‘开卷有益’。”其他的男方辩手都赞许地点点
头。一辩满意地坐了下来。女方辩手也不甘示弱，回
击道：
“漫画书多读，不仅无益，而且有害。”男方二
辩顿时慌了手脚，上言不接下言，引得观众们哄堂大
笑。女方一辩咽了口吐沫，又在男方的“软肋”上补
了一“刀”，这“刀”一针见血。男方哑口无言，一
时竟不知所措。他们你看我，我看向他，束手无策。
这时男方三辩从慌乱中站起身来，抬了抬眼镜，回了
一句：
“漫画书可以做反面教材。”男方紧张的心情平
复了一些，可紧锁的眉头并没有舒展。一辩立马站起
来，给书的好坏分个类，男生的眉头总算舒展了。心
里欢呼雀跃。渐渐地，女生处在了劣势，男方四辩刚
想给出一个最后一击。老师就叫停了辩论会。
这场辩论会虽然没有决出胜负，但却使我明白了
常开有益之卷的道理，这架吵得真有意思！
五 （4） 班 邢俊熙
小记者证号：A1801257 指导老师：钟汪洋

坚强的栗子
一个晴空万里、阳光充足的午后，闲暇时光，在
家里的后花园转了一圈。
忽然我在草丛中发现了一颗从来没看见过的草，
与周围歪歪扭扭、被风一吹就倒的杂草相比，它的茎
叶显得更坚硬。我疑惑地问妈妈:“这是什么草？看
上去很特别。”没想到妈妈更惊讶:“看见它的根了
吗？这是一颗栗子树耶！”我不禁感叹，这颗栗子好
厉害，竟然可以长出小苗，它只是一颗被人随意丢弃
的栗子而已，没被泥土覆盖，只静静地躺在上面，就
能长成如此！
想到这里，我突然间回忆起上学期学的课文——
杏林子的 《生命·生命》：墙角的砖缝中掉进一粒香瓜
子，过了几天，竟然冒出一截小瓜苗。那小小的种子
里，包含着一种多么强的生命力啊！竟使它可以冲破
坚硬的外壳，在没有阳光、没有泥土的砖缝中，不屈
向上、茁壮生长，即使它仅仅只活了几天。这也是栗
子与周围的生命不一样的地方，那是一种顽强，毕竟
它只是一颗被丢弃的栗子而已啊！看着它，英姿飒
爽，无论风吹雨打，还是太阳暴晒，都坚持站在那里。
真是一棵坚强的栗子苗啊！它身上有值得我们学
习的精神——顽强、坚强！
五 （4） 班 陈俣彤
小记者证号：B1800326 指导老师：钟汪洋

我的好朋友
他，小小的个子，却有一双灵巧的手。写得一手
好字，是我们全班同学的榜样。弯弯的眉毛下长着一
对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他就是我的好朋友——刘振煜。
有一次，在上体育课的时候，老师要求我们进行
跑步练习，跑完两圈，我已是满头大汗。下课了，此
时此刻我的嗓子干渴得好似“撒哈拉沙漠”一样了，
多么希望书包里有妈妈每天给我准备的水壶啊！可
是，今天刚好没有带。我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瘫坐在
位置上，这时候刘振煜把他的水杯递到我面前说：
“喝我的吧！”接过水杯，一昂头“咕咚、咕咚”一口
气喝了半杯水。他看看我，我看看他，大笑起来……
生活中每个人都需要朋友，我真庆幸我有这么一
个好朋友。
三 （1） 班 徐子贺
小记者证号：A1801203 指导老师：陈路艳

爱的面包
暑假里我读了日本作家小仓明写的 《托莱摩斯的
面包房》，它是一本得过国际大奖的小说。
在一个名叫托莱摩斯的小镇有一家面包店，店主
博鲁特是托莱摩斯的“面包王”，他的面包特别好
吃，人们都很喜欢。可是有一天，在博鲁特面包店的
对面出现了一家新的面包房，这让博鲁特感觉很不
安。因为托莱摩斯小镇一年一度的面包王大赛即将到
来，为了保证自己能在接下来的面包大赛中保住自己
“面包王”的地位，博鲁特让徒弟卡鲁鲁去新开的面
包店偷师学艺。可是过了很多天，也不见卡鲁鲁的踪
影。终于，紧张的面包大赛开始了，可是博鲁特输
了，输给了面包房的老板和他自己的徒弟卡鲁鲁。博
鲁特觉得自己被背叛了，非常伤心。卡鲁鲁给博鲁特
写了一封信：“真正好吃的面包不是只用自信就能做
成的，还要加上幸福和爱才能做出来”
。
是的，爱不仅能让博鲁特做出好吃的面包，还能
让大家感到温暖和幸福。
三 （4） 班 李安琪
小记者证号：A1801223 指导老师：马淑颖

给老师的一封信

笨狼不“笨”
《笨狼去旅行》 是充满想象和奇幻的一本书。
在这本书里，我交到了一个好朋友——笨狼。
在一件件事情中，我看到了笨狼利用自己的聪明
才智和它惊人的观察能力解决了动物们的烦恼。读到患
失眠症的原野时，笨狼通过调查，发现是因为地下金矿
的开采导致动物之间一直处于纠纷状态，动物们每天晚
上都会惦记着金矿，自然睡不着。笨狼想尽了办法，让
动物们明白：金矿对它们一点用也没有，因此动物们的
失眠症都治好了。我们要向书中笨狼一样认真观察周围
的事物，遇到困难勤于思考且要学会助人为乐！在学校
里，我们要在别人有困难时，积极帮他们解决困难；在
校外，遇到他人有困惑的时候，我们也要竭尽全力去帮
助他人，真正做到帮助他人，快乐自己！
笨狼还被财富猫抓去当干儿子，又被神鹰侍者
带到了神秘谷，笨狼治好了神秘谷狮王的“刻字狂”
病和厌食症。最后，他来到了北风与雪花镇并坐上了
圣诞老人的雪橇，回到了森林镇，与父母团聚。这一
系列的事件让我看到了笨狼遇到危险时冷静沉着的一
面，我们要向小笨狼学习，在面对困难时不慌张，坚
持到底。同时，这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办法总比困
难多，只要坚持自己的目标，最后成功的肯定是你自
己！
四 （3） 班 杨睿宸
小记者证号：A1801239 指导老师：戎斐

海浪
假期，妈妈带我到舟山朱家尖玩。我们的酒店
前就是一片开阔的海面，有沙滩、游泳池、太阳
伞。小的时候也去过海边，不过因为太小，都不记
得了，所以这次的感觉一定不同。
下午我在游泳池游泳，妈妈躺在树底下的大躺
椅上睡觉，爸爸则陪着我。我认识了一个可爱的小
女孩，太阳很晒，可我却毫不在意，一点都没觉得。
傍晚，爸爸妈妈牵着我的手，迎向高高的海浪散
步。海浪一波一波冲过来，又在我的脚边停下，我兴奋
极了，一直想冲去追海浪，可是爸爸把我拉得紧紧的。
于是我抬起右脚去踩海浪，结果刚抬脚，鞋子就被海浪
卷走了，爸爸妈妈笑坏了，叫我把另一只鞋也抛出去，
让它们随着海浪去玩。于是我光脚走回了酒店。
见到大海的力量，我对大海又有了全新的认识。
三 （2） 班 董宇涵
小记者证号：A1801210 指导老师：胡燕红

停电
“好热啊，好热啊！”暑假里的一个大清早，我
们还在床上睡着，突然没了空调，我和妈妈就被热
醒了。“起床下楼吃早餐吧，停电了。”爸爸在楼下
扯着嗓子喊。我一骨碌爬起来，赶紧下楼洗漱。
吃早饭时，汗都滴到面汤里了，爸爸就拿了电
动小风扇帮我吹，吹了一会儿，突然停了下来，原
来小风扇也没电了，我直喊：“老天，这是要热晕
我的节奏啊！”爸爸笑着去拿了最原始的散热工
具，手摇扇，帮我暂时去去热。
我问爸爸：“为什么这么热的天它却要停电
呢？”爸爸说：
“这叫区域性停电，因为夏天大家都
要用空调所以用电量大，供电的负荷大，所以一片
一片地轮流停电，也是环保的一种呢。”“哦，原来
停电也能环保啊，那我扇扇子吧，突然感觉没有那
么热了，我也是为地球付出一份贡献了，嘻嘻。”
就这样用手摇扇度过了一个夏天的下午，傍晚
终于来电了，虽然没有电很难受，但一想到能让地
球凉快一点，我也是很开心的。
三 （1） 班 黄诗逸
小记者证号：B1800301 指导老师：陈路艳

创造出生命的奇迹
这个暑假，我读了很多书，这些书中令我印象最
深刻的是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这本书讲述了主人
公海伦·凯勒因为小时候生了一场大病，从此她的世
界里无光、无声、无语。
海伦·凯勒心里幻想着：“要是给我三天光明，
我应该怎么过呢？”第一天，要看到所有的人。第二
天，要看见整个世界，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第三
天，要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地方去看看。
对于我们健全的人来说光明不是奢望，声音也不
是可欲而不可求。对我们来说，需要的是意志向上的
顽强，不向命运投降的、自强不息的精神！更重要的
是要拥有一颗积极、乐观、勇敢创造奇迹的心！
上天赐予我们眼睛，是让我们看清世界；上天赐
予我们思想，是让我们改变世界，让精神世界更美
好；而上天赐予我们双手，是为了让我们拥抱未来、
创造出生命的奇迹！
三 （3） 班 奕雅轩
小记者证号：A1801217 指导老师：鲁玉娣

我家乡的杨梅
小雨哗哗地下着，我家乡的杨梅熟了。
远远地望去，那一棵棵杨梅树上就好像挂着一粒
粒小巧玲珑的紫水晶，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芒。
我提起篮子向山上的杨梅园走去，一到那儿，迎面而
来的是一股清香。我走进园子，里面的杨梅有些还没
熟，像一颗颗绿宝石，还有一些，像挂在树上的小红
灯笼，而熟透了的，像一颗颗晶莹剔透的葡萄。摘下
来尝一口，那香甜的汁，滋润了我的嘴巴，我忍不住
说：
“呀，这杨梅真甜！”我一边摘一边吃，把嘴都塞
满了，我才提起篮子走向下一棵。
家乡的杨梅蕴含着我美好的童年回忆，要把这美
好的记忆永远埋在心里。我爱我家乡的杨梅。
五 （2） 班 王佳佳
小记者证号：A1801247 指导老师：孙春梅

桂林之旅
怀着激动的心情，欣赏着沿路的风景，来到了风
景如画的桂林。桂林是个文化城市，它蕴藏着深厚的
文化底蕴。
首先我领略的是银子岩。一走进银子岩，啊，里
面奇形怪状的岩石，在灯光的照耀下，格外醒目，有
的像一把钥匙，有的像一头狮子，还有的像一尊佛
像，都活灵活现地呈现在我的眼前。
银子岩虽然惊艳，但是桂林的山水更让我无法忘
怀。桂林山水果然像书中写得那么美，美得让我觉得
像是在仙境中。我们一家人坐在小船上，欣赏着桂林
的山水。桂林的水清澈见底，时不时地有水滴滴在我
身上，凉爽舒适。船夫说：“桂林的水以前更加干
净，能看清楚水底的东西，只是现在游客多了，慢慢
地浑浊起来了。”我赶紧把手中的垃圾紧紧握住，生
怕它掉下去。迎面吹着凉爽的风，两边的山高耸陡
峭，山两旁绿树环绕，怪不得说“桂林山水甲天下”
。
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桂林，但它的美景却让我永
生难忘！
三 （1） 班 王奕涵
小记者证号：A1803825 指导老师：陈路艳

游葡萄园
假期尾声，我们一家子去了一趟葡萄园。
我们延着弯弯曲曲的小路走着，一会是一片菜
地，一会是一片瓜地，接着就是一排排的葡萄棚。绿
色的葡萄一串串地挂着，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
像一颗颗绿色的宝石，有些则是红色的，还有的则是
一半红一半绿。他们的品种不一样，味道也不一样，
我最喜欢的是绿色葡萄。有的葡萄躺在支架上，有的
垂挂着，还有的两串紧紧挨着，姿态不一可爱极了！
小河边的葡萄棚下还种着葫芦，葫芦已经晒干，
挂在绿色的葡萄藤上显得格外有趣，小河里还种了红
棱，绿色的叶子上带点红色的印记，我好奇想去捞上
来看看，伯伯却告诉我还没有成熟。
原生态葡萄园就是不一样，可以看到更多大自然
的美。
三 （1） 班 胡誉潇
小记者证号：A1801202 指导老师：陈路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