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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热线：

美丽的桂花树

同题作文

植树节
摘草莓
上个星期六，我和爸爸妈妈到庐
山脚下的莲花镇摘草莓。
到了目的地，只见很多草莓园的
阿姨在那吆喝：
“ 快来摘吧，我家的草
莓肉嫩汁多，形美味甜，好吃极了！”我
们挑选了一个草莓园进去了。
果园的阿姨告诉我们，要拿一把
剪 刀 和 一 个 篮 子 来 摘 草 莓 ，我 们 便
拿了。开始摘草莓了，我拿着剪刀对
着草莓胡乱一剪，草莓是剪了下来，但
却掉在了地上。得了教训的我，这次
小心翼翼地剪了一个，虽然篮子接住
了草莓，但手指却被剪破了，鲜血流了
出来，疼得我哇哇大叫。妈妈看见了，
心疼地说：
“ 要小心一点，瞧你这狼狈
样，真滑稽！”我嘟着小嘴说：
“ 人家不
是不会摘草莓嘛，讨厌！”爸爸看见了，
走过来教我：
“摘草莓要先一手拿着剪
刀，一手抓住草莓的茎，小心翼翼地剪
下来，放进篮子里就可以了。”我听了
后，照着做，果然成功摘到了草莓，不
一会儿就摘了半篮子！我欣喜若狂。
到了吃午饭的时间，我们一家人
带着两篮子又大又红的草莓开车回家
了。真是一次开心的摘草莓之旅啊！
[三（5）班 赵钰轩 指导老师：
冯美丽]

投稿记
这周，老师要求我们写一篇关于
植物的作文，
我写的是君子兰。
作文批改下来了，老师评价外还
给了一个优，我的心情很美丽。文中
我写了一段：
“ 君子兰不像玫瑰那样
芬 芳 袭 人 ，也 不 像 牡 丹 那 样 美 丽 动
人，更不像绿萝生命力强，但它的君
子品德却让我铭记在心。”老师特别
加了五角星。于是，爸爸将这篇作文
制作成了电子文件,并通过邮箱投到
了《浔阳晚报》。
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消息。爸爸
说：
“ 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我似懂
非懂地点了点头，妈妈却在一旁拽了
句英文：
“No news is good news!”这
次我是真的没有明白什么意思。
写完这篇《投稿记》，爸爸说要继
续帮我投稿，我希望这次很快就有结
果。不管是不是能被采用，我都会继
续努力的。
[三（2）班 毛子谦 指导老师：
黄燕]

一年一度的植树节到了，也就是
今天——3 月 12 日。
对了，植树节那是要植树啊！如
果你想问我：你会不会植树？我会回
答“我会”。因为我去年就植过树，那
是学校组织我们到骆驼泉山庄春游时
植的树，不信你看，植树的步骤就是：
挖坑、放树苗（扶正）、填土、浇水，植树
就完工了。别看说起来简单，要做起
来也没那么容易呢！
今天是个好日子，天气晴朗，春风
拂面，这太适合植树了，可是我哪来的
树苗呢？又种到哪里呢？在学校的时
候我就在想。放学回到家，跟妈妈说
了想植树的事，妈妈随即拿出一棵小
树苗，说她已经准备好了，咱们去植树
去。我一看，高兴得跳了起来，赶紧拿
上铲子，用桶提好水，下楼去了。我和
妈妈一起把小树苗种在我家楼下的小
花坛里，后来我才知道那只是一棵映
山红的小树苗，我心里又有些小小的
失望……后来，因为爸爸在外地工作，
我给爸爸打了个电话，爸爸告诉我，下
次回来带我到乡下老家多种几棵。哈
哈，我盼着爸爸快点回来！
其实我们不能只在植树节这一天
植树，
其他时间也可以。平时更要保护
树木，爱护花草，那样我们的地球才会
更加美丽。
[ 二（5）班 胡 文 宇 指 导 老
师：柯朝承]
中 国 植 树 节 定 于 每 年 的 3 月 12
日，是我国为激发人们爱林造林的热
情，促进国土绿化，保护人类赖以生存
的生态环境而设立的通过立法确定，
并于 3 月 12 日当天向全国发出号召，
举行植树节仪式。
中国曾于 1915 年规定清明节为
植树节，而后在 1928 年将植树节改为
孙中山逝世的 3 月 12 日，以纪念革命
先驱的植树造林愿望，这一设定沿用
至今。
清明前后春阳照临，春雨飞洒，树
苗成活率高，成长快，因此中国自古以
来就有清明植树的习俗。古代的统治
者曾多次下达植树的命令，秦始皇统
一中原后，便下令在道路两旁植树作
遮阳之用。明清时期，植树规模发展
更大，清朝还要求地方官员劝谕百姓
植树，光绪皇帝曾号召发展农林事业，
兴办农林教育。
这就是植树节的历史，你们都知
道了吗？
[四（1）班 李柏言 指导
老师：
秦玉锋]

走进我们美丽的校园，映入眼帘的是一棵棵
松柏，它们四季常青、坚韧挺拔，就像战士守护着我们
的校园。校园里还有一种四季常青的树，那就是桂花树。
春天，桂花树上密密麻麻结了许多像小芒果似的绿色果
子，过了几天，果子变成紫黑色的，就成熟了。我拿起了一颗尝
了尝，味道微苦，听说它还是一种中药呢！
夏天，那密密的树叶为同学们提供了避暑纳凉的好去处，树荫
下，有的同学在看书，有的同学在做游戏，还有的在做运动。小鸟和
知了也时不时飞到树上，
热闹极了。
秋天，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桂花，开在树叶之间，金黄金黄的，很细
小，花瓣仅米粒大。那花密密麻麻，一簇连着一簇，远远望去，仿佛绿
叶丛中缀着碎金，秋天的阳光下，满树的桂花闪烁着金色的光芒，特
别耀眼。在我眼中，没有任何一种花能与它媲美了。
冬天，寒风刺骨，白雪皑皑。那些经不起严寒的树木早早落
叶了，可桂花树依然挺立。叶子越来越厚，越来越硬，颜色越来
越深，虽然没有夏天那么油亮，但依然精神抖擞，奋力向上。
校园里，到处充满着欢声笑语，洋溢着知识的芬
芳，
仿佛一艘巨轮，带着我们驶向美好的未来。
[四（4）班 宋岩松 指导老师：刘
淑娟]

春天来了
春天来了，万物复苏。我看见柳树发

1 小燕子在蓝蓝的天空下飞来飞去。
1 1 芽了，
草地上长出绿色的青草，花儿也开
出了红色的花朵，小鱼儿也在河里欢快
地游泳。
啊！春天来了！
[ 一（3）班 刘婉妍 指导老师：钱
雪梅]

2

3

春天来了，小草发芽了，小鸟在枝头
唱着美妙的歌儿，天空时而飘来一朵朵
云，像一团团棉花，洁白无瑕；草地上很多
小朋友在嬉戏和打闹，有跳绳的，有玩石
子的，多么开心呀！鱼儿欢快地跳出水
面，时而吐出一个个泡泡，时而溅出一片
片水花；山上开满了五颜六色的花，有红
的、黄的、白的、粉的……一阵微风吹过，
就能闻到阵阵迷人的花香，太美了，这就
是我最喜欢的春天。
[一（3）班 游姝涵 指导老师：钱
雪梅]

春天来了，
白云在天上飘来飘去。
小燕子在天上自由自在地飞翔，
他们一边飞一边叫，
好像是在说：
春天来了！
柳树的枝条又细又长，
上面长出了许多嫩芽。
[一（3）班 郑楚缤 指导老师：
钱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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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冷的冬天过去了，我们迎来了美丽
的春天。
光秃秃的小树吐出了嫩绿的新芽，湖
边的柳树挥舞着长袖在风中翩翩起舞，远
远望去一片绿油油，充满了生机。南山公
园的梅花开了，吸引了很多人去观赏，红
红的梅花像一个个漂亮的小姑娘，可爱动
人，游人都忍不住围着她拍照。公园里还
有一些红的、黄的、紫的、白的花……我叫
不出它们的名字，它们把公园装扮得五颜
六色，分外美丽。
广场上，老人们坐在石凳上晒着太阳
说着悄悄话，一群大妈随着音乐在翩翩起
舞，动作优美。孩子们有的在溜冰，有的
在追逐，有的在玩水枪，还有的在放风
筝。各种各样的风筝漂亮极了，不禁让我
想起刚刚学过的一首古诗《村居》：
“ 草长
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放学
归来早，
忙趁东风放纸鸢。
”
我爱这美丽的春天。
[三（2）班 陈欣妍 指导
教师：黄燕]

美丽的甘棠湖
我的家乡在九江，这里是个名胜古迹
众多的城市，有风景秀丽的庐山，有千年
历史的烟水亭，还有神奇的龙宫洞……其
中，我最喜欢的是甘棠湖。
清晨，太阳还没有升起，微风拂上我
的小脸，非常舒适。天边的朝霞照在湖面
上，湖面呈绿色、红色、蓝色，五彩缤纷。
湖水清澈得像一面镜子，加上彩霞的映
照，显得十分迷人。微风掠过湖面，湖面
泛起了层层波纹。
中午，太阳高照，湖面波光粼粼，金光
闪闪。湖边的柳树像少女正在梳理着自
己的长辫子。湖上，一只只小鸭子游来游
去。忽然，开来一艘鸭子船，小鸭子以为
那是一只大鸭子，就赶紧游过去，
“ 嘎嘎”
地叫着，好像在说：
“你好，你可真大啊！”
可这只
“大鸭子”不理不睬，从它们中间游
了过去。船上的游客一边撑伞一边欣赏
湖上的风景，
湖上回荡着阵阵笑声。
晚上，甘棠湖四周的路灯、霓虹灯，忽
然就像听了命令似的全亮了。顿时，甘棠
湖四周光芒四射，光彩夺目，美丽极了！
我爱我的家乡九江，但我更喜欢家乡
的甘棠湖。
[三（5）班 刘启源 指导老师：
冯美丽]

美丽的南山公园
我的家乡在九江，那里有一座风景优
美的南山公园。
春天，百花齐放，南山公园成了花的
海洋。桃花开得粉红粉红的，一朵朵，一
簇簇，堆在一起，似天上的霞光，像孩子可
爱的笑脸。樱花也盛开了，有的雪白雪白
的，像一大团、一大团云朵；有的粉中带
白，好似少女脸上的团团红晕。
夏天，树木可茂盛了！树木长得葱葱
茏茏，密密层层的枝叶把林子裹得严严实
实。枝叶挡住了炎热的热浪，遮住了火辣
辣的太阳。人们在树荫下乘凉、跳舞、打
太极拳、玩游戏……
秋天，菊花和树木也很美。菊花千姿
百态，有的含苞欲放，有的迎风怒放。花
瓣一层层地重叠着，像个白色的大绒球，
使人百看不厌。枫树的叶子火红火红的，
红的似火，好像红通通的小手掌。而金黄
金黄的梧桐树叶落在地上，仿佛给大地铺
上了金色的小巴掌。
冬天的梅花更美。黄澄澄的梅花迎
着冬雪傲然挺立着，它那一片片花瓣润滑
透明，
像琥珀，又像蜜蜡。
美丽的南山公园真是景色宜人啊！
[三（5）班 罗梦涵 指导老师：
冯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