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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听过永修的人多多少少听过
这个名字——云山。而我，作为永修外
国语学校五年级的学生，正因小记者的
身份，也熟悉了这个名字，并十分开心
地参加了这次桃花节一日游活动！

头天晚上，外婆带着我和姐姐，去
超市买了一大袋零食。今天，坐在校车
上，看着沿途的风景，我非常兴奋，也非
常好奇，很快就到达了目的地。下车
后，我们排着长长的队伍，一路跟随着
带队老师，欣赏着满山遍野的桃花，心
中无比幸福，这么多竞相开放的桃花，
该不是天上的仙女们下凡吧？放眼望
去，满园的桃花跟着风的旋律，不正是
一群桃花仙子在翩翩起舞吗。蓦然间，
我就爱上了这里，闻着这满园的芳香，
看着那一朵朵如灿烂笑脸般的桃花，我
开心地笑了。

随后，我们采访了果农专家，了解
到桃花的开花周期一般是一个月，最好
看的时间是三月底，我们不厌其烦地问
了果农专家很多问题，他们都十分耐心
地作出了解答。我们还采访了工作人
员，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桃花节每年都
会召开，时间是 3月 17日到 4月 17日，
今年是第十二届，每年都有十万多游客
前来，“赏桃花美景，吃农家饭菜，逛人
间仙境”。

中午时分，我们品尝了农家乐的饭
菜，我一向不喜欢吃辣的，但今天我觉
得超级好吃呢！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
开。”春日胜景，美妙动人，我多想在这桃
林之中多呆一会。但快乐的时光总是这
么短暂，当我听到老师让我们返程的声
音时，是多么的不舍。校车驶出桃花园
时，我想：“下次我要和家人一起来。”

真是开心的一天呀！[永修外国语
学校五（9）班 李正轩 指导老师：程红霞]

今天是星期六，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特
殊的日子，因为我今天要同许多的小记者
一起去美丽的桃花园游玩，并且采访游客。

一个小时后，大巴于到达了目的地，小
记者在老师的带领下，犹如一只只欢乐的
小鸟，飞进了美丽的桃花园。

温暖的阳光洒在我们身上，轻柔的春
风抚摸着我们充满欢乐的笑脸，含苞待放
的桃花，如同害羞的少女，顿时被唤醒。飘
落的桃花就好像一只只优雅的蝴蝶，伸展

婀娜多姿的身段，扑打着翅膀，慢慢坠落。
我在这如同仙境般的花园里，沉醉了……

带着愉快的心情，小记者们陆续行动起
来，而我却如娇羞的桃花一样，迟疑不前。

我的心怦怦直跳，这可是我第一次采
访啊！一定得好好努力。我暗暗地说，不
停地给自己加油打气。可是，这种行为似
乎没有给我减轻一点儿压力。而正当我愁
眉不展时，一位小姑娘吸引了我。她是一
名三年级的学生，正在采访一位老爷爷，从
她的笑容中，我没有看到一丝紧张与害
怕。我向她投出了羡慕的目光，同时又十
分羞愧：这么小的同学都能完成任务，我却

完成不了。我独自一人练习了好几遍：觉
得没有什么问题之后，便鼓起勇气，拦住了
一位姐姐，开始了我的采访。然而，尽管我
练了无数遍，可是一张口脑袋顿时一片空
白，什么都记不起来。那位姐姐好像看出
了我的紧张，对我笑了笑，给我说了一些有
趣的事情，在聊天当中，我不再紧张了。之
前做的一些准备功课也渐渐记起来了，成
功完成了我的第一次采访。

这时，我发现，自信是一种魅力……
这不一样的周末，我是多么幸福呀！

[永修外国语学校五（7）班 郭子渊 指导老
师：刘庆茂]

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因为这是我
们小记者的第一次采访，我心里有点小
小的激动。

小记者们来到美丽的桃花园，走进
一看，哇！太美了！里面有数不清的桃
花，千姿百态，香艳无比。看看这朵，很
美！看看那棵，也很美！

天空下起了小雨，但并没有阻挡我
们采访的脚步。一阵古雅的琴音吸引了
我们，我们循着琴音，来到一个弹古琴的
人面前，开始了我们的采访。“你好！请
问你是因为桃花节来的吗？”他说：“是
的。”“请问你每一届都来吗？”他说：“每
届都来。”然后，他跟我们讲了一些古琴
的来源和弹古琴的技巧。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接下来就是朗
诵古诗和回答问题了，因为下雨，所以
把地方选择在车上，大家一个接一个地
朗读关于桃花的诗歌，一个个才华横
溢。终于轮到我了，我突然有点紧张，
原来准备好的本子居然不见了。幸好，
我背熟了《江畔独步寻花》这首诗，一字
不差地朗读起来。

因为紧张，声音有点小，但老师还
是表扬了我，并奖了我一个玩具。

今天真的很特别，有桃花的美丽，
有老师们的辛苦，还让我感受到了做小
记者的责任和快乐！[永修外国语学校
三（2）班 吕志明 指导老师：李永岚]

今天星期六，我特别高兴和激动，因
为我和小记者协会的伙伴们一道，来到凤
凰山观赏桃花。

进入桃花园，一眼望去，连绵起伏的山
峦，漫山遍野的桃花都争相露出欢乐的笑
脸迎接我们。登上“观景亭”，远远望去，一
大片一大片怒放的桃花绽放着美丽的身
姿，好像天上落下的彩霞。桃花散发出阵
阵清香，沁人心脾，它们钻入我的鼻子，扎
进我的心里。从“观景台”下来，细细欣赏，
一片片花瓣，一张张笑脸，在清脆欲滴的绿
叶呵护下，你挨着我，我挨着你，娇美可
人。有的花瓣全展开了，有两三片花瓣；有

的还是花骨朵，看起来饱胀的要破裂似的，
一阵阵微风吹来，花瓣纷纷扬扬的飘落下
来，就像一群嬉戏的蝴蝶。

忽然，我感觉自己变成了一朵桃花，
在风中舞蹈；那一大片一大片的桃花也跟
着我的脚步，随风飘舞。霎时，风停了，我
停止了舞蹈，桃花也停止了舞蹈。

一瞬间，我才想起我不是桃花，我是
在看桃花呢。

桃花，你真美！你让我陶醉！桃花
园，你让我留恋！

[永修新城小学三（2）班 袁佳欣 指导
老师：魏巍]

今天，我和小记者协会的小伙伴去云
山看桃花。

大概九点半左右，我与冯念依还有其他
小记者下了车。经过半小时的参观后，自由
活动时间就到了，这段时间是要去采访的。
但是我和冯念依拿着采访单，都不敢去采
访。我们正纠结不安时，碰到了张老师，张
老师问我们采访了没有，我们低着头说：“我
们不敢去。”张老师说：“这有什么不敢的？
你们跟我来。”我们跟着老师，走到两个坐在
大石头上休息的阿姨旁边。张老师跟其中
的一个阿姨说：“你好！打扰一下，我们是小
记者协会的，这两个小记者想跟你们做一个
采访，可以吗？”那个阿姨说：“当然可以呀！”
我们就按照采访提纲，成功地采访了这位和
蔼的阿姨。之后我们又采访了两个人，心里
开心极了！我们终于战胜了内心的恐惧，履
行了小记者的职责。

中午，我们到一家农家乐饭店吃饭，人
太多了，有些人就站着吃。虽然没有座位，
可我发现，大家都吃得很多，吃得很开心。
午饭后，我们又返回桃花园，下午是进行知
识竞赛和朗诵诗词。看着那些奖品，我的
口水都流出来了！可是，这些问题我都不
会，只能看着奖品被别人拿走，还好有诗歌
朗诵，一首桃花诗，让我也得到了奖品。

今天真开心呀，希望下次还有机会来
云山看桃花。[永修外国语学校三(4)班 邹
希允 指导老师：彭琳]

3月 24日，我参加了由九江市小记者
协会永修分会组织的一次活动——“美丽
中国·与桃花共舞”。

我们在外国语学校门口停车场上了校
车，向凤凰山出发。一路上，金色的油菜
花，翠绿的青草地，清澈的河流……春意盎
然，如诗如画！伴随着我们的欢笑声，来到
了期盼中的桃园。我一跳下车，就感觉到
一阵清香扑鼻而来，沁人心脾。

“快跟上！”在老师的催促下，我们排
队进入了桃花园。一棵棵桃树排列整齐，
像卫兵列队一样，好像是在欢迎我们。桃
树好大，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矮小。树
枝上尽是桃花，却没有几片绿叶。我好奇
地问园里的工作人员：“叔叔！为什么这
桃树不长叶子呢？”“呵呵！因为桃树的生
长习性就是这样的，先开花后长叶子呀！”
草丛里，我还看见有好多飘落的花瓣，在
绿色的映衬下显得格外艳丽。后来工作
人员告诉我，那些桃花掉落的树枝上有许

多翠绿色的小点，等它们长大后就成了桃
子。原来桃子是这样长出来的！

忽然，我发现有许多人三个一群、五
个一伙在桃树下拍照，都希望留下这美丽
的景象。当然，我也拍了照。时间过得真
快，一上午就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我们来
到指定位置等车。这时，有人发现一只蜜
蜂停在凳子上，就叫人去驱赶它，这只可
怜的蜜蜂没有飞走，却被一个“勇敢”的小
朋友用脚踩死了。我很难过，毕竟这也是
一条生命啊！蜜蜂是益虫，可还是有小朋
友要去伤害它！我想说，我们要保护益
虫，保护蜜蜂，保护所有动物，没有它们就
不可能让我们看到桃花园里的这些美景！

这次活动，让我感触很深。不但增长
了我的见闻，懂得了关于桃树的知识，更
让我明白保护环境，保护动物的必要。美
是观赏的，但心灵之美却需要每个人去传
承。[永修建昌小学四（5）班 熊泓杞 指导
老师：戴细莲]

今天早晨，我兴奋不已，小记者协会组
织小记者去观赏桃花，我早早地就来到外
国语学校停车场等候。

8点 30分，3辆校车同时出发，穿过老
城，进入立新地界后，透过车窗，就看到满
山遍野的油菜花，即使坐在车内，也能闻到
香味！一个小时后，车子已接近目的地
——凤凰山桃花园，远远望去，偌大的马路
旁停满了车，大门口挤满了人，就像一大群
蚂蚁在搬运东西呢！

下车后，我们排队进入桃花园。一进
门，我就跑进了桃林里面，不禁大吃一惊，
因为那里的桃花几乎覆盖了真个大山头，
多得数也数不清。一阵微风吹过，成片成
片的桃花翩翩起舞，我仿佛自己就是一朵
桃花，和它们一样在微风中随风舞动。它
们姿态各异，神态各异，看得我眼花缭乱。
我想，如果画家能把它们画活了，那画家的
本领可真了不起！走着，走着，我看见了一
棵奇形怪状的桃树，不对，应该是两棵，长
在一起，而且上面的花瓣比一般桃花多得
多。我赶紧用手机拍了下来，留作纪念。

这次活动，让我收获多多，不但丰富了
课外知识，而且增长了想象力。[永修建昌
小学三（6）班 江其乐 指导老师：李强]

终于盼来了这令人兴奋的一天，小记
者协会举办了一次去凤凰山参加第十二
届桃花节的活动，早上6：30我就准时起床
了。早早来到学校，我特别激动。上了
车，老师反复点名和分组后，就开始了我
人生第一次单独出行。

在车上，我异常兴奋，一会儿赞叹着
美丽的风景，吃着好吃的零食，一会儿和
同学聊天，一会儿拿着手机拍照。

下了车，我们排好队，沿着桃林小
路走了几分钟，就到了一个大亭子下
面，老师一声令下：大家自由活动。我
就和几个同学一起去欣赏这里的姹紫
嫣红了。

放眼望去，一簇簇桃花一片粉红色，
散发着迷人的香气，令人心情愉快。走近
一看，盛开的桃花粉红粉红的，带着金黄
的花蕾，向人们展示着自己的美丽。有些
桃花半开着，露出了粉红的花瓣，还没露

出花蕾，好像在等待时机，一展美丽的身
姿。实在太美了！

接着，我们去采访了一位古琴大师。
他对我们说，古琴是中国的传统乐器，诸
葛亮上演“空城计”智退司马懿时，弹的就
是这古琴。古琴原来只有五根弦，后来周
文王又加了一根弦，再后来汉武帝又多加
了一根弦，就成了七弦。

吃完午饭，我们又回到桃花园，继续
我们的活动，自然科学知识有奖问答和古
诗朗诵。老师提了几个关于植物生长的
问题，可惜都没叫到我，不过在朗读比赛
上我被点到，我非常有感情地朗读了古诗
《桃夭》，获得了奖品。

返程的时间到了，虽然身体异常疲
惫，但脑海中桃花的盎然春意却始终挥之
不去。人生第一次单独出行，还真是难忘
呀！[永修外国语学校五（5）班 杜中涵 指
导老师：魏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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