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赏竹
宁夏路第二小学四年级（5）班 姜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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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里的沙果树
开发区江山路第一小学
四年级（2）班 薛佳妍

赏 秋
山东路小学三年（4）班 于东来

日落晚景
德县路小学三年级（3）班 顾梓宸

古今中外赞美、描写日落的文章比比
皆是。今天我在仔细观赏了日落之后，不
禁也涌上了写篇文章的冲动。

傍晚，我独自坐在阳台上，静静地凝望
着远处的金轮。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时的
太阳看上去并不像往日那样高不可及，阳
光虽不刺眼，却不乏威严。天边的云也被
染成了浅红与金黄交映的色彩。

不知不觉间，太阳又下沉了一些，它轻
轻地倚靠着高楼，似乎在诉说着一天的见
闻与收获。这时，它的光芒柔和了许多，令
人沉醉，宛如一坛美酒，那么香，那么醇。
周围的云彩也尽情地饮着，醉醺醺地洋溢
出光与彩。

太阳继续西沉，看上去比我家楼顶还
矮了一截，正好嵌在白色的窗框中，形成了
一幅真实的夕阳图。在这浅灰色的天空
下，花的红、树的绿，一切颜色都渐渐褪去
白日的光泽。慢慢地太阳由金黄变为橘
红，由橘红变为橙黄。西边天空红得似火
而东边的天空灰得如铁。

很快，太阳躲入层叠的高楼里，只露出
含情脉脉的目光，温柔地注视着大地，恋恋
不舍，不肯离去。花儿绿草尽情地沐浴着
最后的阳光……

远处的一切都已经模糊了，鸟儿不唱
歌了，蝉声也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温暖
明亮的万家灯火，我也盼望着与夕阳的下
次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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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那“北风卷得白草折”的
寒冬已悄然逝去，而那“草长莺飞二月
天”的和春已欣然而至。就在这个美好
的季节，妈妈带我去黄花溪园区游玩，并
观赏了青翠的竹林。

一进园区，满眼是质朴的建筑，不知
名的小花，清澈的溪流，好像置身于世外
桃源一般。我们一路向前，进入了一片
竹林。相较于外边的喧嚣，这里显得格
外幽静，好像时间都停滞了一般，我仔细
地打量着这竹子。它们修直挺拔，直冲
天空，有的很娇嫩，看来像刚出世不久，
却也亭亭玉立。它们的枝干是一节一节
的。竹叶细长秀美，一阵风吹过，发出

“沙沙”的响声，宛如一首动听的乐曲，让
人心旷神怡。这时，我突然明白了，为什
么古今中外的那么多文人墨客，都爱赞
美竹，瞧，它那细长的叶，疏疏的节，雪压
不倒，风吹不折。刚正不阿的精神怎能
不被人所赞许？我们在学习和生活中也
应该有竹子的精神，面对困难勇敢面对，
永不屈服。

正在我陷入沉思时，妈妈突然跟我
说：“竹子开始时生长得是比较慢的，4年
只长了大约 3 厘米，但从第 5 年开始，每
天以30厘米的速度生长，6周的时间就能
长到15米左右，妈妈的话让我恍然大悟，
我们的学习不正如竹子一般吗？平时打
好基础，以后才可以厚积薄发。”

是的，竹子没有牡丹的天香国色，没
有芍药的妖娆艳丽，但它简约，竹子大有
用途，可以作竹席、竹伞，还可以作成上
等的家具呢。竹子的无私奉献精神是多
么值得我们去学习啊！

每一届奥运会都会出现或让我们十
分难忘，或使我们受益终身的运动员，他
们如同引路的灯塔，指引我们前进的道
路，是我们成长的榜样。在 2020 东京奥
运会上，我的奥运榜样属于我的青岛老乡
——陈梦。

陈梦的乒乓球生涯并不是一帆风顺，
她也有过失败的经历，在一场重要比赛中
她曾在 3：0 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连扳四
局。对常人来说，这可能是难以承受的
失败，可陈梦却并未因此过于沮丧，她开
始了更加刻苦地训练，她要用自己的努力
换来属于她的时代。失败时并不消沉，落
后时并不气馁，这是陈梦的经历教给我们
的，这是榜样的力量，中国的力量！

终于，陈梦的付出在东京奥运会乒乓
球女子单打决赛中获得了回报。随着孙
颖莎接球失误，陈梦拿下了锁定胜局的第
六回合，收获了奥运会金牌这枚最闪耀的
勋章。赛后，陈梦没有在公众面前过多的
庆祝，只是平静地说：“属于我的时代终于
到来了。”追梦时并不退缩，圆梦时并不张
扬，这是陈梦的经历教给我们的，这是榜
样的力量，中国的力量！

终于，凤凰不惧烈火的洗礼，涅槃重
生，振翅翱翔于东京的夜中，正如形容她
的那句诗一般：“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
时！”

我从陈梦身上学到许多：永不放弃，
愈战愈勇，或许暂时会落后，会失败，但终
有一天会雨过天晴、破茧成蝶。回首过往
时，自己受过的伤都成为了自己的勋章，
成为了送给自己的最好的礼物。那时的
我，会感谢陈梦给予的榜样的力量，也会
感谢自己曾经像陈梦那般努力。正因无
数个像陈梦这样在各行各业努力奋斗的
人，共同铸就了中国脊梁，成就了中国富
强，练就了中国力量！

我与树的故事
台东六路小学三年级（4）班 孙晟暄

春风化雨，清芬百年，走进我们台六的
校园，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笔直挺拔的绿
树，每一棵树都留有我们美好的回忆。

我最喜欢的是银杏树。春季万物复
苏，每天走在放学的路上总要抬头仰望，一
天一天看着银杏树的新叶慢慢生长，颜色
由嫩黄的羞涩转成碧绿的张扬。夏天烈日
炎炎，银杏树浓密的树荫为我们遮挡毒辣
的阳光，偶尔几缕光线透过缝隙投射到地
上，散开了一片疏疏密密的光斑。每当这
个时候，校园里的我们你追我赶，嬉闹声，
谈笑声，围绕着整个银杏树林。秋风渐起
翩翩飞舞的黄叶，一片片如同一把把小巧
玲珑的扇子，可爱极了！一阵风吹来树叶
落到地上铺成金色的地毯，一脚踏上去软
绵绵的，我们兴奋地跑到操场上，挑选美丽
的树叶做成书签夹在书中。冬日覆盖着白
雪的银杏树下又变成我们嬉戏玩耍的乐
园，打雪仗时我们会在树干上面取下积雪，
一串串爽朗的笑声回荡在校园的上空。

我爱银杏树，希望它越长越茂盛，成为
“树木之王”。我也爱我的母校这个温馨的
“摇篮”，在这里学习的三年时间里，点点滴
滴地记录着我的成长。

我从小就喜欢吃甜点，甜点有的软
软的，有的却硬硬的，颜色也很多，红的、
黄的、白的，还有绿色的……形状更是千
奇百怪，圆的、方的、动物形状的，那香香
甜甜的味道让我回味无穷。

一天，妈妈给我买了一盒曲奇，它
们形似一朵朵美丽的白云。我看到它
们，就像一头饿狼看到了大大的肉，眼睛
也仿佛闪出了光，扑了上去，狼吞虎咽起
来。咬一口酥酥的，甜甜的，那感觉太享
受了。不一会儿，我就把一盒曲奇全吃
光了，妈妈看到后说：“这是给你买的一
周的甜点，你怎么一下子就都吃光了？”
我心想：先解解馋再说。

有一天，姥姥给我买了一种糯米小
团子，我捏捏它，软软的，用指头弹一下，
发出“啪”的一声，好有弹性啊，散发着淡
淡的香气。我忍不住咬了一口，草莓的
味道征服了我的味蕾。

甜点吃多了虽然对身体不好，但美
食的诱惑真的让人无法拒绝。不过以后
我要有节制地吃甜品，万万不能像以前
那样贪吃了。

我爱吃甜点
寿光路小学三年（1）班 李瑞涵

校园里有几棵茂盛的沙果树，我很喜
爱她。

十月，树上的叶子长得非常茂盛，许
多小沙果挂在枝头。有红的、有绿的、有
半红半绿的，可爱极了！如果你仔细去观
察，就会发现还有正在捉迷藏的小沙果
呢，你在下面看是找不到它的，可是如果
你换一个角度，就会发现它的半边脸，而
且它还会笑眯眯地看着你呢。

十一月，小沙果红得透亮，还有几个
都红得发黑了。我时常想，这果子一定甜
到赛蜂蜜吧。一阵秋风吹过，树叶和小沙
果纷纷落下，但你可别伤心哟。你看，她
们正在开心地跳舞呢，他们一会儿跳双人
舞，一会儿跳单人舞，一会儿耍马戏……
你听，它们仿佛在对我说：“我们很激动、
很高兴，因为我们就要回到大地母亲的怀
抱了！”

我爱校园里的沙果树，我更爱那孩子
般纯真的小沙果！

时光荏苒，夏去秋来，大地又变成了另
一番景象。

秋天这位魔法师，把夏天的炎热变成
凉风习习，把绿油油的田野变成了一派金
色丰收景象，农民伯伯在田间劳作，脸上洋
溢着喜悦的笑容。

每到秋天，我都会去奶奶家。这时奶
奶家的果园变得欣欣向荣。红红的苹果
像一个个小灯笼挂满了枝头，咬上一口，
果香四溢，汁流心田，美妙极了。蓦地，我
发现了一只小树蛙，通身绿茵茵的，在果
树间跳来跳去，那般活泼可爱。秋天，奶
奶家的菜园也丰收了。你瞧，大个头的萝
卜一个个排成了队，我和奶奶拔呀拔，萝
卜拔出来了，我俩却倒下了，我和奶奶便
哈哈大笑起来。还有那红红的小辣椒，像
害羞的小姑娘低着头，其他的蔬菜也都成
熟了。

回家的路上，我看见路边许多的野菊
花，那黄色的小花随风飞舞，像一只只彩色
的蝴蝶，美丽极了。

秋天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如此多彩多
姿，我爱秋天。

一把诚信的弓
淮阳路小学五年级（2）班 修子裕

诚信顾名思义，即诚实守信，它是一
种美德，一种优秀品质，更是立身处世的
根本。正所谓“人无信不立”。关于诚信，
古有商鞅立木为信，今有宋庆龄冒雨赴
约，他们的诚信之举都成为了后世之人学
习的榜样。

说起诚信，不由让我想到了发生在我
身上的一件往事。那天我用卡纸做了一个
三角复合弓，一位同学看到后很是喜欢，便
想拥有它，我就给了他。另一个同学也想
要，我说：“回家再给你做一个，明天给你带
来。”他高兴地说：“谢谢”。

放学回到家我忙着写作业就忘记了这
件事，等到我写完作业躺床上要睡觉时，想
想今天还有什么事没完成，突然想起了这
件事，忙从床上下来，准备给他做。

妈妈看到后过来问我要干什么？我说
答应给同学做一个三角复合弓，明天带去，
我却把这件事给忘了。

妈妈听后说：“今天太晚了，明天再做
吧。”

我说：“妈妈你不是一直说做人要讲诚
信，答应别人的事一定要做到，不能言而无
信。”

妈妈一听默默地拿起纸当起了我的助
手，在妈妈的协助下，半个小时就完成了，
看着我的杰作，我开心地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同学看到我给他带来的三角
复合弓，高兴得跳了起来，看到好朋友开心
的笑脸，我心里也甜滋滋的，觉得我的诚信
之举是值得的。

是的，诚信很重要，一旦失去它就很难
在这个社会上立足，大家一定要做一个言
而有信的人。

我的奥运榜样
第一中学高二（5）班 时浩然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
暖春已悄然逝去，而“黄梅时节家家雨，青
草池塘处处蛙。”的炎夏已欣然而至。在
这夏风熏人的季节里，妈妈本打算带我去
看崂山瀑布，可是天公不作美，几乎天天
都在下雨，我只好坐在窗前望着“吧嗒吧
嗒”的雨滴打在玻璃上，失望地叹息。

窗外的雨一会儿像一根根丝线从天
空中飘落，一会儿又像一颗颗珍珠从天空
中洒下，是王母娘娘的珍珠项链断了吗？
尔后一阵雷声，宛如擂鼓助威，接着迎来
了倾盆大雨，这是把崂山瀑布搬来了吗？
再看看马路上水流成河，今年夏天下的雨
太多了，水多了会淹没庄稼，冲毁房屋，给
人们带来灾害的。但我转念一想，也有好
的一面呀！水多了可以发电，可以储存起
来，等干旱时用来灌溉田地。只要我们想
出种种办法管住水，就可以让水只做好事
不做坏事。这时，雨停了，东边的天空出
现了一道彩虹，而西边天空还是阴云密
布，这真是“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
有晴。”我想赏瀑布恐怕也没有赏今天的
雨这么精彩吧！

赏 雨
北仲二路小学三年级（3）班 胡韵知

我爱游泳
超银小学五年级（2）班 王玥鑫

我从小就爱游泳，蛙泳、蝶泳、仰
泳……，游泳使我心情愉快，还可以强
身健体。

有一天，爸爸正给我讲数学作业，别
看我稳如泰山地坐着，其实我的心早已
飞到了泳池里。在那里我如同一只快乐
的鱼儿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在水里我
是多么的开心，多么愉悦，多么地有趣，
啊！一会儿，爸爸把题讲完，看见我很认
真地坐着，就问我会不会，蓦地，我才回
过神来一个字也回答不上。被爸爸狠批
了一顿。

还有一次，我参加班级游泳比赛。
我在水里游得最快，宛似一只凶猛的大
鲨鱼，把对手们远远甩在身后，同学们为
我加油打气。我开心极了。最终我获得
了第一名，我爱游泳，立志长大要当游泳
健将，为国争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