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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明双语学校 初一 （3）班 周唐欣

期盼着，期盼着，西风来了，秋
天的脚步近了。
树头的柳叶经过夏日的磨炼渐
渐泛黄，纷纷扬扬地从枝头飘落下
来，它们如精灵般给大地披上金黄
的大衣。我凝望着快落光的叶子，心
中一阵惆怅，惆怅这世间变化之无
情。可若换一种角度想，此次的脱落
不就是为春来的繁茂作铺垫吗？
秋天的风儿也大了些，草坪上
自是少不了放风筝的孩童。他们你
追我赶，大小的风筝参差不齐地在
空中飞舞，蓝天上留下那一道道弧
线。时常，风筝会坠落。但没有关系，
你要知道，风筝是属于蓝天的。
最妙的是，那细如丝的秋雨。它
不如春雨缠绵，不如夏雨狂暴，更不
如冬雨刺骨，它带给我们更多的是
一种无言静寂的美。下雨时，我爱在
窗前发呆，望着眼前时而密、时而疏
的秋雨，心中隐隐有些担忧：也不知
出门在外的父母是否湿了衣？秋雨
很耐看。还记得儿时的我们喜欢雪，
喜欢它的白与空灵。但遗憾的是，无
论你如何小心去捧，终不会得到一
点儿雪丝。相比较而言，秋雨就大不
相同了，细密的珠水带着一丝丝淡
淡的清香，也许是初秋桂花的残香
吧！香气环绕于心间。你可以留住秋
雨，让它为你驻足，让你为它震撼，
去寻找、去发现。也许在某年的今
天，你可以让秋雨永远将美烙入你
心间！
我难以理解古代文人墨客为什
么总将秋作为悲景，不可否认，一字
雁入南时，心中不可能没有感伤。可
除了写悲荒与凄凉，你何不写些美，
将秋悲掩盖呢？
这便是我所热爱的秋。
小记者号 ：xjz201716048
指导老师 ：侍青丽

快
马
世明双语学校 初一 班 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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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花飘飘
世明双语学校 初一 班 徐孟阳
（3）

盼望着，盼望着，雪悄然从天 是冬姑娘的足迹，来去匆匆，轻
空降临人间，冬天的脚步近了。 盈；雪就是一手一个的棉花糖，碰
说来也是巧得很，今天是小 到舌尖就融化，甜蜜：雪就是千姿
雪节气，这雪还真就从天空飘下来 百态的小精灵，淘气！雪就是这
了。恰似一个个从外星来的小精 样，无形态，无颜色，无触感，但却
灵，接连不断地跳到地面上。一眨 能在记忆中留下深刻而甜蜜的痕
眼的工夫，它们就不知躲哪去了。 迹。
匆匆，雪越下越大。飘在窗
傍晚悄悄来临，夕阳照着雪
前，一点一点地堆积着。清脆下课 地，一点一点似乎在晃动着，仿佛
铃响起，同学们伴着熟悉的旋律 小孩子那稚嫩的脸庞。渐渐的，渐
涌出教室，驻足在走廊里欣赏这 渐的，雪悄悄停止了。出去看看
美景。此刻，蓝天、白云与教学楼 吧，一大片的，车窗上、房屋上、树
结为伴侣，构成了一幅妙不可言 木上，到处是雪。皑皑白雪之中，
的水墨风景画。 推开窗户，伸出 蕴藏着来年不尽的生机与希望！
温热的手，幻想能接住一瓣雪花。 一阵风，吹醒一座城；一场
可那小精灵却调皮得很，刚刚落 雪，孕育数枝花。打那雪花飘过，
到你手心就来去无踪了，留下一 朦胧间，数不尽的，尽是春！
颗晶莹剔透的水珠。
小记者号 ：xjz201716040
欲问雪为何物？要我说，雪就
指导老师 ：侍青丽

初
雪
世明双语学校 初一 班 熊书晗
（3）

一觉醒来，我从被子里艰难 会跑进雪地里与雪精灵们一起狂
地挪出一点点，就感觉一阵寒意 欢呢！尽管呆在走廊里，那些调皮
袭来，顿时瞌睡虫全都被刺骨寒 的雪娃娃还是会到处乱跑。跳进
风吹走了。同学告诉我，下雪了。 女同学的头发里，钻进男同学的
顾不得寒冷，我立马从床上跳了 手心里。
世明双语学校 初一 （3）班 孟晴
下来，迫不及待地走到窗前，窗户
雪花像调皮的小精灵，忽大
放学已很晚，我急匆匆地骑上车回 注意，往山头一靠，露出大半张脸，红扑 上模模糊糊地蒙了一层雾，我伸 忽小，忽急忽缓，忽密忽疏，吸引
家，
“呼哧呼哧”地上了桥，那一瞬，我被 扑的，像一位害羞的小姑娘。我目不转 出冻得通红的手指，写上了一个 着同学们的注意力。初雪还真是
一道亮眼的霞光刺了眼。
睛地凝望着，生怕漏掉了最美的细节。 “雪”字。
个神秘又圣洁的女子，我爱这初
我不禁放慢速度，头转向那光的来 向远处望去，一阵风吹过，水面泛起层
我喜欢冬天，有一半是因为 雪！
—天边已迷红一片。只见那太阳绯 层涟漪，像鱼鳞，像碎金，金光闪闪的， 我喜欢雪。我喜欢一觉醒来，看那
源——
小记者号 ：xjz201716059
红的脸，像一位醉酒的老汉跑来，微晃 美不胜收。夕阳不仅把光芒献给了身旁 晶莹剔透的雪花落在银装素裹的
指导老师 ：侍青丽
着身体，弄得旁边的云霞妹妹小心扶着 的天空、河水，还献给了大地：小红花变 大地上，颇有“忽如一夜春风来，
他，好不让他忽然醉醺醺地倒下去。 成金花了，小白狗也变成金狗了，绿茵 千树万树梨花开”的韵味。
天边像被哪一位不小心的画家打 茵的草地变成金色的毛毯，就连旁边的
这是初雪，今年的第一场雪，
翻的调色盘，本应一碧如洗的蓝天被渲 行人也变成了金人，真像在一个金碧辉 下得很早，碰巧这天也是二十四
染得金黄一片。那黄里透着橘，橘里透 煌的宫殿里，令人陶醉啊！
节气中的小雪。走出教室，只见树
着红，说不出的惊艳。云霞妹妹也被波
太阳已经落山，但余晖还没有散 木都穿上了洁白的冬衣，枝丫挂
及了，但仍兴高采烈地穿着七彩霞衣， 去。看着这样美好的景色，我的心情不 上一条条银项链作装饰，小草的
在蓝天这块大幕布上为太阳伴着舞。天 再急躁，舒畅起来，收了眼神，骑上车， 茎串上了一颗颗晶莹的珍珠。太
边不知何时飘来几只风筝，我看着笑 微笑离去。脑海一直萦绕一个问题：生 阳出来了，向大地撒下闪烁的金
了，这风筝像镶嵌在幕布上的宝石，让 活中匆匆的步履，让我们错过了多少美 粉，一切都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
这番舞蹈更加光彩夺目，我已沉醉在其 的瞬间！
珠光宝气。但大地好像在闹脾气，
小记者号 ：xjz201716049
中。
愣是不让雪姑娘为它披上白毯。
指导老师 ：侍青丽
过了一会儿，沉甸甸的太阳趁人不
下课铃一响，我们争先恐后
地跑出教室，要不是老师拦着，准

美的瞬间

雨

上海的冬天
世明双语学校 初一 班 李煜

世明双语学校 初一 （3）班 陶雨宁

（3）

雨总是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一天
现在，我长大了，与公公见面的机
对于一个在上海住惯了的人
城市中那一圈装扮上海的炫
又一天，漫步在悠长的小树林，仿佛回 会少了。我也快和他齐肩了，每当见面
（4）
到我和公公身旁，如今在老家的公公还 时，总是和我聊起小时候傻傻的样子。 来说，无论如何也感受不出北方 彩“服饰”，只要上海人一看见它，
只是，你慢慢地变老，我慢慢地成长，直 冬天那种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 心里便安顿下来。那幢幢大楼，似
从前，有一匹趾高气扬的小马， 好吗……
那年秋天金风送爽，
金黄的叶子铺
每当下雨天，我都记得那年那 景色。上海的冬天，从头到脚都透 乎可以包容这个冬天的一切寒
几乎每一届的“森林大会”冠军都属 满了整个大地。我用脚踩着金黄的叶 到现在，
着温暖的气息，它总是蹑手蹑脚， 冷。上海的浦水不仅不结冰，还吸
天的那个时候，
于它。它以为自己是世界上跑得最 子，发出清脆的响声，耳边传来的，还有 得好长好长……你和我散步时的影子拉 轻悄悄地降临在人们身边。
引了成群远道而来的游客欣赏。
快的动物，每天见到别的小动物，都 那大风的“呼呼”声和银铃般脆耳的笑
小草欣欣然挺立于路边，
快
—蓝蓝的天，高高的楼，
黄浦江——
小记者号
：xjz201715017
要比试一场，让别人知道自己的本 声。一老一小的影子，牵着手，拉得很长
活地眨着眼，
在微风中翩然起舞。
潺潺的流水，
一切的一切，构成了
指导老师
：侍青丽
领。
油黄的绿意，这是冬天上海的绿
一幅美妙绝伦的图画。
很长……
几年过去了，小马逐渐厌倦了
色，常常引人侧目而视。你听，它
上海，是一颗属于东方的明
忽然，“轰”地一声打雷了，天色阴
森林里的生活，想去人类都市比一 暗下来，犹如一块黑色的布遮住了蓝
在欢快地歌唱，
唱出生命的幸运，
珠，
是一颗属于世界的明珠。如此
比。小兔听说了，赶忙跑来：“ 小马 天。公公见不妙，立马拿出雨伞，拉着
诞生在这美丽的城市；唱出生命 的璀璨，如此的瑰丽夺目，请闭上
哥哥，你可千万不要去啊，大城市 我，快步回家去。到了家，他对我说：
的价值，用生命的颜色装点着冬
眼睛：在五彩霓虹灯包围的四周，
“
你
很危险的！”小马啼叫了一声：“ 有 在家等我，我去给你买书！”我还没来得
天的上海。
悠悠浦江穿流于彩灯的泛光之
什么大不了的，我就想看看，是我 及回答，他便撑着伞向雨中跑去，我望
冬天的太阳对上海来说格外 下。冷风中，感受着冬天的气息，
快，还是汽车快。”说完，就奔向城 着那个身影渐渐消失在我眼前。不久，
可爱，
照得人们心头暖洋洋的，照 虽然说是冬天，却不算太冷，这就
市了。
开人们被北风吹冻的脸。上班族
是我理想境界中的冬天了吧！
大雨便倾盆而下，
轰隆的雷声震得我心
小马来到了赛车场，和一个驾 里焦躁不安，眼睛一直盯着门外。
哼着小曲儿，
迎着阳光，
高高兴兴
小记者号 ：xjz201716054
驶员高傲地说：“喂！你就是这四不
地上班。老人们坐在门前，
乐呵呵
指导老师 ：侍青丽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
熟悉的门铃响
像的主人吧！我来和你比试比试，看 起。我快步走到门前，打开了门，只见公
地在院子里交谈着。
看到底谁更快。”那人哈哈大笑，比 公那急迫的眼神，脸色苍白，全身都湿
就比！小马心想：哼，我可真是上天 了，可脸上依旧挂着爽朗的笑容。雨滴
（通讯员 刘
学抽取了校长、老师们送
注定的冠军啊！它自信地跑着，暗暗 顺着公公的头发到脸颊滴落下去，他却 付云本报讯
） 正月十五，世明双
出的大奖：文具、免周末
欢笑：怎么没动静了，不会没追上来 毫不在意，从怀里拿出裹了三、四层的 语学校内灯笼高挂、
彩球
作业一次、200元……拿
吧！就在这时，对面喊道：“小马，你 书，递给我。我接过书，抱在怀里，可以 炫目，喜迎中学部第二届元宵灯
次活动，世明师生从寒假就开始着 到大奖的同学个个笑逐颜开。之
怎么那么慢啊！”
我 会。
手准备了，设计方案、自制花灯、自 后，各班级举办了“迎新年 庆元
最后，小马失望地回森林了，以 感觉到书上依旧残留着公公的体温，
想，
他一定抱了很久很久吧。我望着他
整个上午，师生们为布置元宵 创灯谜，特别是为了集全“五福”， 宵”主题班会，有诗朗诵、话剧表
后再也不敢说大话了，每天锻炼。尽 的模样，心头一震，鼻子一酸，挤出一个 灯展忙得热火朝天。今年的元宵灯
世明学子在寒假期间，勤做家务、 演、小品、包元宵等，还有烟花盛
管它不是最快的，可在人们心中，它 笑容，说道：
“谢谢公公，您辛苦啦！”公 展除生肖灯区、宫廷灯区、吉祥灯 孝敬长辈、参加实践……凭借自己 宴。活动不但吸引了家长前来参
永远最快。
公不说话，抚了抚我的头，用宠溺的眼 区，这三个主题灯区之外，还增设 的努力集“全福包”。
加，学校所属园林社区也派员参加
小记者号 ：xjz201715048
神看着我，这一刻真的好幸福！
了天井彩灯区和“五福”兑奖区。此
元宵节下午，集满“五福”的同 了。
指导老师 ：刘付云

张灯结彩 喜迎元宵

原来我没懂

我以为自己读懂了小草，原来，
我只知道小草枯萎后还会生长；我以
为自己懂得了母爱，原来，我只把它
当成了早餐。
世明双语学校 初一 （4）班 刘嘉玮
秋天的声音是喧闹的，心跳和呼
吸也是很急促、紧张。因为一件鸡毛 一个不经意的瞬间，我愣住了：她的头 间。
妈妈见我站着不动，立即向我走
蒜皮的小事，很少与妈妈生气的我， 发被风吹得很乱，嘴唇是干裂的，明媚
“怎么了？是
这一次犟起来了。争吵几句后，二话 的阳光从高处倾泻下来，照在她红色 来，没有生气，只有关心：
没说，便冲出家门上学去。秋风习习， 的棉服上，她那慈祥的面孔、高挺的鼻 哪儿不舒服吗？”我又一次看向她，头
路两旁的银杏树“沙沙”作响，这优美 子和一双闪闪发亮的眼睛，都清楚地 发依旧很凌乱，见我盯着看，便用手
又清脆的声音平息了我的内心。我的 呈现在我眼前。那一瞬间，我似乎明 理了理。
我不禁想到：有多少个清晨，在
目光停留在一片纹理错落有致的银 白了什么。我双眼湿润，站在人来人
杏叶上，它随风飘进我家的小巷里， 往的街道中，不知不觉，已站了很长时 我乘上公交车后，她才离去；有多少

个夜晚，在我熟睡时，她抵挡困意，
半夜为我盖被子；又有多少个时刻，
我将衣服弄坏，她不辞辛劳，拿出针
线，不停地缝补……在这一刻，我懂
得了，母爱不是一顿喷香的早饭，不
是一次温柔的亲吻，而是希望她的
儿女能够平安，能够健康，能够幸
福！
青春路上，成长花季，总有一些
人，让你经历从不懂到懂的过程。现
在，我懂了！
小记者号 ：xjz201716067
指导老师 ：刘付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