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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峰的操场

清明祭扫

我在美丽的双峰小学里已经学习四
年了，校园的每一处景物都是那样的亲切
美好。其中，最美丽的风光就是学校的大
操场。
走进校园，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绿草
如茵的大操场。操场上的草坪虽然都是
塑料草，但是看上去栩栩如生。在白色跑
道线的映衬下，显得翠绿欲流。操场上最
迷人的就是两侧的大花坛，每当春天来
临，花坛里的花一朵挤着一朵，有风的时
候，它们就在跳舞。花坛里的冬青真绿
啊！仿佛枝头缀着无数个小翡翠；花坛里
的冬青真小啊！小得像我们的指甲盖；花
坛里的冬青真整齐啊！整齐的枝叶暗暗
摆出
“双峰”
二字，
令人暗中称奇。
与操场前方正中的升旗台遥相呼应
的就是操场上最引人注目的一排梧桐
树。这些梧桐树高大粗壮，几乎可以与七
层的教学楼一争高下。春天，梧桐树上长
出新芽，散发着勃勃生机；夏天，梧桐树枝
繁叶茂，就像一把把撑开的遮阳伞；秋天，
落叶飞舞，梧桐树仿佛放飞了许多黄蝴
蝶，美不胜收；冬天，只剩下光秃秃的枝
干，显得更加挺拔，犹如一位位士兵在保
卫着校园。
能在这样美丽的学校里上学，我感到
很荣幸！
[双峰小学四（6）班 段凯荃 指导老
师：魏婷]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4 月 4
日，
我们学校组织了一次清明祭扫活动。
同学们穿着整齐干净的校服，怀着沉
重的心情来到了义峰山脚下。路旁有一
些松柏，有的像一把大铁锤，有的像一团
小棉球，还有的像合拢的绿珊瑚……我们
沿着草木繁茂的石路直上，终于来到了烈
士陵园。烈士陵园是那么的庄严、肃穆，
让人不由得肃然起敬。陵园正中心有一
块高高的石碑，上面写着：人民英雄永垂
不朽。老师告诉我们这石碑是为了纪念
先烈们而立的。
不一会我们开始了扫墓仪式。同学
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认真地聆听辅导员的
致词，接着全体师生齐唱国歌并在墓前默
哀。我们衷心地感谢革命先烈为了我们
创造出的美好生活，我们要继承革命先烈
的遗志，做一个积极向上、热爱祖国、热爱
生活的好少年。随后，我们绕过墓碑，到
烈士墓前献花。
大家沿着来时的石路往回走，忽然，
我看见几根顽强不屈的小草从石缝里长
出来，烈士们不也正是有着这种勇往直前
的坚定精神吗？我也要向这些英雄们学
习，勇往直前，永不放弃……
[ 德 安 县 第 三 小 学 四（7）班 熊 嘉 怡
指导老师：梅玫]



风妈妈有五个女儿，大女儿叫春风，
性格温柔，是帮助人类的志愿者。春风暖
和、柔和，
是一个温柔的
“大姐姐”。
二女儿叫台风，性格暴躁，动不动就
把房屋吹倒，
别人都很讨厌她。
三女儿叫秋风，性格不错，总是做些
力所能及的事。
四女儿叫北风，性格跟秋风一样。
小女儿叫龙卷风，
性格跟台风一样。
一天，台风和龙卷风去海边玩，风妈
妈知道了，叫秋风和北风去告诉她们再也
别回家了，台风和龙卷风知道后，只好在
海边呆着。慢慢地，台风习惯了呆在海
边，龙卷风变成了海龙卷。
[柴桑小学二（1）班 张一鹭]

精彩的足球赛
一年一度的足球赛已拉开帷幕
了，我们欢天喜地像过节一样兴奋。
这次是三年级班与班之间的较
量，我们 10 班按抽签要一场一场的比
拼，最先较量的是与 12 班，我们以 9：0
取胜，接着是与 9 班的较量，我们以 2：
1 险胜，第三场是与厉害的 4 班比拼，
我们以连胜的士气以 7：1 打败了 4 班，
第四场我们与 1 班对决，又以 4：1 胜
了。终于进了决赛，我们又与 4 班见
面了，这次雌雄争夺肯定“战况”激烈，
之前打败过 4 班，他们肯定要“报仇”
呀。决赛定在下午 2 点，可是天公不
作美，中午下起了雨，我们担心比赛不
能进行，好在雨变小了，最后终于停
了，比赛照常进行。
该进场了，我们全班的同学都是
王牌拉拉队呀，统一穿着班服，精神抖
擞。为了增加士气，有的同学脸上印
着小国旗、有的同学吹着喇叭、有的同
学拿着彩丝球、还有的同学拉着横幅，

上面写着震撼的标语。我们的主力和
替补队员身穿足球服，脚穿足球鞋，虽
然身高参差不齐，
但士气不弱。
比赛开始了，只听教练一声哨响，
球飞了出去，双方球员奋力争夺、传
带、防守。一会儿球在我方，一会儿球
被对方抢走，双方主力队员都不示弱，
但我们的主力队员中有“C 罗”式刘俊
杰，有“梅西”式王煜城，也有一流守门
员陈俊搏……最终我们队员的勇猛、
智慧、球技，加上拉拉队的欢呼声、老
师的鼓励，以 4：
1 胜了 4 班，夺得冠军。
球场上有我们留下的汗水、有我
们手拉手呐喊助威的声音、有我们家
长教练的叮嘱声、有我们胜利后的欢
笑声、有我们拉拉队的狂欢声，声声
入耳。
三年级比赛结束了，我们勇夺冠
军，但不能骄傲，要始终记得，友谊第
一，
比赛第二。
［湖滨小学三（10）班 沈裕钦］

校园足球赛
三月是我们湖滨小学的足球月，
每个班级都要派人去参加比赛。今天
上午是我们三（3）班和三（4）班对决！
比赛之前，球员们做着热身运动，
个个跃跃欲试。只听见裁判员的开赛
哨声一吹响，两班的球员像凶猛的小
狮子，你争我夺，脚下的足球被运动员
们踢得像风火轮一样迅速转动。忽
然，球被三（4）班的同学抢到脚下，只
见他对准球门，起脚狠狠一踢，球飞向
我方球门，幸好我班守门员手脚并用
有力一挡，皮球似弧线划向网外，看起
来厉害极了！场外响起热烈的掌声。
比赛紧张又激烈地进行着，双方谁也
不让谁。接下来的比赛中，我们的对
手三（4）班队员还是相当有实力，他们
连得几分，但我们班队员依然气势不



风妈妈的女儿



减，继续奋战，越挫越勇！时间飞快，
在裁判员的哨声中比赛结束了！由于
三（4）班的同学经验丰富，技能更胜一
筹，他们班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我们班没有得分，但是我们的队员不
气馁，他们收获了经验，他们的拼搏精
神值得表扬！这时，人群中响起了“三
班三班，越踢越欢，友谊第一，比赛第
二。
”
一场激烈的球赛下来，场内球员
们的团结及勇于奋战的精神，场外全
班啦啦队的激情，鼓舞着我们！通过
比赛，使我意识到，班集体要齐心协
力，要有团结意识，无论输赢，都要努
力拼搏！
[湖滨小学三（3）班 杨瑞旭 指导
老师：琚浔]

清明节
古诗有云：
“ 清明时节雨纷纷。”几乎
每年的清明节都会下雨。但今年的清明
节天气却格外好，我不禁叹道：
“清明时节
阳高照，春风拂柳竹叶摇”。在这样的好
天气里，无论是走在乡间小路，还是攀爬
在林间山路，到处都是一派鸟语花香的景
象。我们怀着思念的心情赶去祭祖。
来到墓前，我们先给墓地进行一番
“大扫除”——铲树枝、割杂草、清旧物。
接着大家把五颜六色的鲜花和供品摆放
在墓碑前，再把各种纸花、
“ 摇钱树”插在
坟墓上，心中默念祈求语。最后按从长辈
到晚辈的顺序，轮流给故人磕头，祈求故
人保佑家人平安、健康……
清明节是中国传统的孝道节，它时刻
提醒我们不要遗忘亲人、祖先。这不禁让
我想起了一部电影——《寻梦环游记》，它
也表达了爱的重要性和思念的意义。
回家的路上，妈妈说在这么好的天气
里，来这么美的地方，做这么有意义的事，
让我用心记录下。于是我仿写首“诗”：
《天净沙·清明》
艳阳轻风鸟鸣，
山路流水竹林，
菊花纸花纸钱。
行人驻足，
思亲人在墓前。
[ 双 峰 小 学 濂 溪 校 区 三（5）班 陈 厚
甜 指导老师：邹瑜]



鸽子
外公家的屋顶养了一群鸽子，我十
分喜爱。天高云淡，看！有一群鸽子，在
空中游戏。看它们三三两两，回环来往，
翻身映日，白羽衬青天，十分鲜丽。我不
禁赞叹道：
“好一群优雅的动物！”
鸽子的优雅，更表现在它的外形、步
态和吃相中。
鸽子的羽毛五颜六色，在阳光的照
耀下金光闪闪，像披了一件华丽颜色的
锦衣；颈上一圈圈碧绿的羽毛，就像少女
颈上耀眼的项链；机灵的眼睛黄豆般大
小，镶嵌在小脑袋两侧。
鸽子的步态更是高雅了。它们把脖

子尽力拉长，显示出一种威严。把一双
小红脚丫分开，十分从容地迈着优雅的
双腿，每走一步要隔两三秒，颇像潘妃步
步生莲花。有时候鸽子栖落在微风吹动
的电线上，简直就是杂技演员走钢丝呢，
又像音符填在五线谱上。
我最喜欢给鸽子喂食了，只要我摊
开手中的米粒，便有三三两两的鸽子快
速向我飞来，嘴中还念着：
“咕咕咕……”
好像在对我说：
“ 我饿了，多给我些米粒
吧。”其它鸽子也闻声赶了过来，顿时，天
空中黑压压的一大片，像一朵巨大的乌
云向我飘来。我一见这阵势，立马又抓

了一大把米粒撒了出去，一些鸽子吓得
直往回飞，另一些鸽子不惊不慌，悠然自
得地吃着米粒，吓跑的鸽子一见安全了
又疾飞回来吃米了。它们吃米的样子真
可爱，把头低下去，小嘴巴啄一点，然后
仰起头慢慢地咽下去。当鸽群飞起时，
我看见地面上的食物已经被鸽子们一扫
而光。
鸽子天上飞，千里仍可归。我希望
自己变成一只鸽子，在蓝天白云之中翱
翔……
［琵琶亭学校四（1）班 柯小凡 指导
老师：孙学梅］

老鹰抓小鸡
课间的时候，一群小伙伴正在玩老鹰抓
小鸡的游戏。
小明当“老鹰”，小文当“母鸡”。
“老鹰”寻
找机会绕过“母鸡”去抓“小鸡”，
“母鸡”张开双
臂护着身后的“鸡宝宝”。后面的“小鸡们”正
在左右躲闪，
尽量避开
“老鹰”。
最后，小明没有抓到一只“小鸡”，但
是，大家都玩得非常开心！
[ 柴 桑 小 学 一（5）班 卢 佳 彤
指导老师：刘彩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