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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儿真美
九江是一座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
九江有庐山，庐山的四季都非常美。连绵起
伏的山，一山绿、一山青、一山浓、一山淡
春天的时候，庐山的天空瓦蓝瓦蓝的，
好像被洗过一样，是那么透亮。瓦蓝的天空
上飘着几朵棉花糖似的云朵，天上偶尔还看
见几只飞过的小鸟，小鸟叽叽喳喳地叫着，
好像在和白云说悄悄话呢！一朵朵美丽的
杜鹃花粉红粉红的，像一张张粉红的脸蛋上
露出了一个个令人喜爱的笑容；迎春花金黄
金黄的，好像娇娇滴滴的新娘，她们微笑着
向我们点头。春天的花朵百花争艳，芳香扑
鼻，千姿百态，美丽极了！云海也在山间滚
动，白茫茫的一片，当蛋黄似的太阳散发出
灿烂的阳光照在翻滚的云海上，云海镀上了
一层金黄色，天空也被朝霞染红了，好像羞
红了脸的小姑娘。
夏天到了，山上树林的枝叶可茂盛了，
一棵棵密不透风的参天大树好像一把把撑
开的绿绒大伞，天热的时候在树下可凉快
了，人们坐在那一棵棵绿油油的参天大树
下，既可以遮太阳，也可以挡风雨。早晨时，
云雾从山谷里升上来了，那些白白的云雾好
像是给山底戴的白色绒帽，那些在半山腰的
云雾，
好似系在山腰上长长的玉带。
秋天时的庐山，颜色更加丰富多彩，树
木脱掉了碧绿的外衣，换上了金色的服装，
银杏树叶金黄金黄的，一片片金黄色的银杏
树叶，好像一把把小扇子，掉落下来的落叶，
像一只只翩翩起舞的黄蝴蝶；火红火红的枫
树叶长出来了，秋天的庐山被笼罩在一片片
红云中，好看极了！
到了冬天，下起大雪，庐山一片银装素
裹，大树好像穿上一件白白的大衣，地上也
堆积了一层厚厚的雪，地上好像铺了一块白
茫茫的大地毯，一直到路的尽头，树上有许
多小水滴，小水滴冻住了，就变成了冰，那些
结满了冰的大树，好像玻璃做的艺术品，美
丽极了！庐山此刻仿佛变成了冰天雪地里
的童话世界！
庐山真美啊！春如梦，夏如滴，秋如醉，
冬如玉，我爱美丽的庐山！
[三（7）班 卫雨晨]

我的吃货老师
我呢，有一个吃货老师，她就是我
老师要了签名，还打算把它当“传家宝”
的语文老师李老师。
代代相传呢！
记得有一次，我和班上的一个同学
还有一件事就是在万圣节那天，快
在班门外面玩，我不小心摔了一跤，我
上课了，李老师已经站在讲台上了，我
的口袋里有一包巧克力甜甜圈压爆了， 和我的同桌飞快地回到座位上去 ，正
站起来准备把它拿出来，远远地看见李
好在李老师后面的时候，我说了一句：
老师刚刚从五班上完课出来，我当时心 “我今天在整个年级都要糖了，一共才
里还在想，完了完了，一个还没吃呢，就
要到两颗。”可是没想到李老师听见了，
要被缴了，唉，可是令我没想到的是，李
马上问我：
“ 哪里有糖？给我一个。”我
老师踩着高跟鞋噔噔噔地向我走来， 就把我要来的两颗糖都给了李老师。
说：
“ 什么吃的？给我一点。”哇！什么
李老师对着我笑了笑，说：
“ 谢谢你”。
鬼，李老师不把我的吃的缴了，反而要
我也笑着对老师说了句
“不客气”。
和我一起分享吃的，这怕是我遇到过的
这就是我的吃货老师，从这两件事
所有老师中最奇葩的一个了。李老师
应该可以看出我们李老师是有多贪吃
上课和下课完全不同，她上课非常认真
了吧！
的，只要一讲课，我们就入迷了。所以
[七（2）班 叶馨之 指导老师：李
我们同学都非常喜欢李老师，我还找李
海燕]

班里的
“小松鼠”
我们班里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
因为她的头发很像松鼠的尾巴，所以就
叫她“小松鼠”了，不过这位“松鼠”的尾
巴可是彩色的，姹紫嫣红，像在松鼠的
尾巴上种了一个大花园，花园中有很多
蝴蝶飞来飞去。
她的外貌很有特色：一缕不安分的
刘海儿经常让我想起她制服的那些痞
蛋。我经常默默对她的刘海儿说：
“你
可真够大胆的，小心点啊，不然你小命
可能不保啊！”刘海儿都遮不住那因经
常瞪人而大大的金鱼眼，鼻子大的总能
嗅到我们的缺点，嘴巴因为经常跑题而
说薄了，哟，还有凶气的包青天眉呢！
虽然总是露出浅浅的微笑，但谁看了都
让人一抖，腿一软，心一咯噔，口水一
咽。
“小松鼠”平常的跑姿超级符合这
个可爱的外号，嘴上带着微笑，两手两

个兰花指夹着长裙子，踮着脚尖儿屁颠
屁颠地跑走了，我露出笑容，开始为松
鼠的圆舞曲配上音乐。
我们的“小松鼠”运动细胞可发达
了，在运动会上还表演瑜伽呢！配上那
种优美的小音乐，欣赏着，感觉时间像
磁带被放慢了，犹如一场心灵的视觉盛
宴，
真是一种享受！
哎呀！上课了！好，我们开启“百
家讲坛”模式……没错，上语文课就像
是听说书，
乐趣无穷，
气氛活跃，
很轻松，
这不就是老师心目中渴望的说书课堂
么？我们可以嗨可以笑到嘴巴合不拢，
可以说一句“欲看后续如何请听下回分
解”。这更是我们的理想课堂啊！我们
对此还是不亦悦乎，
乐亦在其中矣。
这就是我们的语文老师——李海
燕老师。
[七（5）班 杨晨玥 指导
老师：李海燕]

读《
“小达人”
VS
“绿巨人”
》有感

宽容是消除人与人之间摩擦的润滑剂，
是消除彼此间猜疑积雪的阳光，是沟通彼此
间心灵的桥梁。宽容是人世间最美好的品
质。
“小达人”郑小峰就用他的宽容之心把多
年的死对头
“绿巨人”感化成了他的朋友。
故事中的郑小峰是名副其实的“小达
人”，是三好学生、电视台小记者、小主持人，
还获得过许多大赛的奖。因此，班上同学对
他都非常崇拜。但也有人看郑小峰不顺眼，
那就是
“绿巨人”
张若业，
他非常讨厌郑小峰，
因为郑小峰把他的风头抢尽了，所以他处处

和郑小峰作对。可郑小峰却毫不介意，对他
让老师烦恼不已。如果我们班的“绿巨人”
处处礼让，几次努力之后，张若业终于“洗心
能够多一份宽容之心，遇到事情冷静友好处
革面”
，
和郑小峰成为了形影不的离朋友。
理，那同学们之间的关系定会融洽许多，班
现在我们班也有几个自诩为“小达人” 里也会风平浪静不少。
的同学，他们成绩优异，在各类比赛中也能
我眼中的“小达人”不一定成绩是最优
斩获奖项，但是他们互相攀比，互相较劲，谁
秀的，也不一定是拿奖最多的，但一定是胸
也不服谁，事事针锋相对，我认为这样的人
怀最宽广的，以善良、友爱、宽容之心待人，
不能称为“小达人”。真正的“小达人”应该
这样才能受到大家的喜爱。做一名真正的
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班里的“绿 “小达人”就是我的目标，同学们，和我一起
巨人”也很不少，因为一点矛盾就破口大骂， 行动吧！
[五（2）班 谢昕熠 指导老
甚至大打出手，偶尔还会出现流血事件，这
师：
刘晓红]

以前人们都用手绢擦汗擦脸，但
手绢用了，就会很脏，所以人们不想把
手绢带在身上。
后来纸巾代替了手绢，因为纸巾
很方便，用完了一张还能再用一张。
虽然很方便，但是有人用完了就随地
乱扔，让生活环境变得恶劣，就像白色
变黑色，善良变邪恶。为了造纸，我们
中国每年都要砍掉 7400 多万棵生长
了十年的大树，工厂创造纸树排出的
废水会污染蓝蓝的河水。
而手绢呢？手绢环保又可以反复
使用，脏了可以洗，洗完了还能用，不
像纸巾，用了就扔。生产手绢不用砍
大树用棉花就行，棉花每年都能种出
来，也不会污染环境。
手绢现在用的很少，但是手绢比
纸巾更环保。
我希望有更多人爱护大自然，希
望更多人用手绢！[三（1）班 赵纯
熙 指导老师：高晓华]

我的同学
我有一个好朋友，她的名字叫丁
思睿。她个子高高的，淡淡的眉毛下
面长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一眨一
眨的像天上的闪烁的星星。她特别爱
笑，一笑起来脸上立刻出现两个浅浅
的酒窝。她经常穿一件粉色的上衣和
一条黑色的牛仔裤。
我和她既是同学，也是邻居。我
们经常一起开开心心地去上学。她
呀，英语成绩可好啦！每次考试都考
高分，我真是羡慕极了！她不仅成绩
好，还是老师的小帮手。每个星期二
和星期四，她都早早地来到学校，给同
学们带读英语。
丁思睿还是个运动高手，跑步、踢
毽子、跳绳……只要是有关于运动，都
是她的强项。今年学校的运动会，她
一口气夺得女子 100 米和 200 米的冠
军呢！老师们高兴极了，一个劲儿地
竖起大拇指对她说：
“你可真棒！简直
就是我们班的小飞人！”
这就是我的好朋友丁思睿。
[三（8）班 潘志诚 指导老师：
周翠]

寻找美丽家园
2101 年，已经成为科学家的我和
同伴一起去参观金星、木星、水星、火
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因为地球已
经被人类破坏，所以我们要尽快找到
一个更适合人类居住的新家园。
我们乘坐着宇宙飞船先去了金
星，金星特别亮，黑夜时就能照亮所有
的地方。
接着，我们又参观了木星，木星个
头最大，个头大土地面积肯定就最大。
然后，我们来到了水星，水星最
小，所以它的土地面积就小，正好是和
木星相反的。
火星离地球近，环境特别好，但是
很热，所以我们还是不能生活在这个
星球。
土星最美丽！春天是彩色的，夏
天是红色的，秋天是金黄色的，冬天是
白色，
我们都被这美丽的风景陶醉了。
我 们 还 参 观 了 天 王 星 、海 王 星
……很多很多星球，最后我们向所有
的地球人宣告：将来我们都要来土星
上生活。 [三（4）班 汤辰睿 指导
老师：
周玉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