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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 可爱精灵

□河南省漯河三中七（4）班 刘艺加

扬州，一座古城。千百年
来，瘦西湖的美丽、何园的风流
诉说着古老的传说，无数的文人
墨客在这里停留，创造着灿烂的
历史文化。扬州是美丽的，它美
得不加修饰，不信，你来扬州，就
连漫步于公园的小猫都让你感
到惊奇。

在我眼中扬州的猫是可爱
的。它们对人很友好，很亲近。
它们悠然地穿行于扬州城的大
街小巷、花草树木中，不管你看，
还是不看，它们丝毫不加理会。
如果你手中有食物，它们有时会
停下来，歪着脑袋盯着你手中的
食物。那尖尖的耳朵，长长的胡
须，硕大而又明亮的眼睛会让你
感到周围一切是如此安静，如此
美丽，如此可爱。有时，你会禁
不住伸手去抚摸它们光滑的毛、
圆圆的肚子。当然，不经意间，

你一定也允许它们“骗”走你手
中的食物。

在我眼中扬州的猫是调皮
的。它们或在瘦西湖湖畔捉鱼，
或在何园爬假山，或在个园穿竹
林，甚至，路边的小纸屑、小鹅毛
都能让它们伸出爪子玩半天。
看，迎面一团棉絮飞了起来，一
只小猫立刻从墙上飞跃而下，扑
向那团白色的“小精灵”。可惜，
松软的棉絮禁不住它的疯狂，小
部分被压扁，大部分则四散开
来，于是，这只猫立起身子，伸出
前爪不停地抓向空中……之后，
看着被压扁的棉絮，小猫“喵喵”
两声，悻悻地又跳到墙上，摇摇
尾巴，舔舔爪子，消失于“兰梅竹
菊”之中。

在我眼中扬州的猫是慵懒
的。阳光下、月夜里、假山中、城
墙上，到处都能看到它们慵懒的

身姿。它们四肢朝天，
躺在古运河的河堤；它
们首尾相连，沉睡在东
关街的小巷子里；它们
旁若无人，轻轻地行走
于古迹里，漫步于历史
的琴棋书画中。仿佛，
游人“咔咔”的相机声
是它们耳边的鼓乐；仿
佛扬州城的千年风韵已经沉浸
于它们的心中，流淌于它们的血
脉，宠辱不惊。

扬州真是一个让人流连忘
返的地方，特别是那群可爱、调
皮而又慵懒的小猫。

指导老师 魏得强

点评：写猫，文章抓住了可
爱、调皮、慵懒的特点，细腻的描
绘，如一幅幅优美的画面，展现
在我们面前。

登山
□河南省安阳市钢城小学四（1）班 刘苡杉

登山收获

我的家乡有一座山，名叫洪
谷山。那里山峰林立，山上绿树
成荫，中间有一道深谷，长年溪
流不断。谷底有一处三阶瀑布，
山泉顺山势流下，景色十分秀
丽，是个旅游的好地方。

暑假里的一天，爸爸妈妈
带着我和好朋友一起去登洪谷
山。

我们走进洪谷山的大门，顺
着一条小溪，开始了我们的登山
之旅。小溪的两旁，有奇形怪状
的石头，还有种类繁多的花草树
木。我们沿着小溪旁石头铺成
的小路往前走。刚开始的时候，
路还挺好走，但是到了后面，路
越来越陡，台阶越来越高，越来
越不好走了。爬着爬着，我感觉
脚上像拖着两块大石头似的，又
沉又重，走得越来越慢。当走到
一个叫做“云梯”的景点时，我再

也坚持不住了。于是，我坐到路
边的一块石头上，告诉爸爸妈妈
和朋友：“我想放弃，真的太累
了！”这时，朋友对我说：“不要气
馁，你一定要坚持下去，要不然，
我们前面的路不就白走了吗？”
这时，我看到身边那些正在坚持
向上攀爬的人群中，有许多老爷
爷、老奶奶，他们已经白发苍苍，
还在努力向上攀登。还有一些
比我小的弟弟妹妹，也在奋力向
顶峰爬去。我想起我学过的一
篇课文《爬天都峰》，那里面的老
爷爷和小女孩，遇到困难后都没
有放弃，而是坚持向山顶攀登。
听了朋友的话，我感到非常惭
愧。我下定决心，一定要爬到山
峰最高处！这时，我的身上好像
突然增加了很多力量，于是，我
和朋友接着向山顶爬去。我累
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终于爬

上了洪谷山的最高峰。我站在
峰顶向远处望去，只见远处的村
庄像棋盘上的棋子；小溪就像一
条细细的长线；半山腰的悬崖，
就像小土包一样，匍匐在我的脚
下。山顶的风景真美啊！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我们依
依不舍地下山了。尽管这一天
的游览让我累得浑身酸痛，但能
看到山顶那么美丽的景色，我觉
得还是挺有意义的，而且我在爬
山的过程中懂得了一个道理：不
管做什么事情，只要坚持不懈，
就会有收获！

指导老师 阎长运

点评：作者通过叙述去洪谷
山游玩的经过，写出了洪谷山风
景秀丽的特点，在爬山的过程
中，小作者懂得了一个道理，文
章由事入理，水到渠成。

樱花树真美
□郑州市金水区农科路小学四（3）班 林俊楠

校园里那一棵樱花树是我
魂牵梦萦的地方。它不知在这
里有多久了，那粗粗的树干，写
满了岁月的沧桑。也许有一天
它会倒下，会消失，但是我相信
只要它在，一定是校园里真正美
丽的风景。

冬去春来的美
冬去春来，樱花树如约抽出

了嫩芽，小得惹人怜爱，绿得让
人心醉！不过，这还不是它最美
的时候，三四月份它的花儿绽开
了美丽笑脸。花瓣粉里透着浅
浅的白，走近花儿能清清楚楚看
到那美丽的花蕊顶着一个个圆
圆的小脑袋，懒洋洋地晒着太
阳。再配上了那淡淡的花香，更
是让人心旷神怡。这淡淡的香
飘入书声琅琅的教室，让我们原
本烦躁不安的心平静下来。每
次下课，我总要去那里走一走，
转一转，坐一坐。去那里干什么
呢？当然是去闻一闻那花香，去
树下乘一会儿凉。有时会看到
老师走过那里神秘一笑，我
也不知道在笑什么，也
许这是一个秘密吧！

夏秋合奏的静
夏天的樱花树用自己的叶

子静悄悄为我们带来了阴凉。
秋天转眼就来到了我们的校园，
把一切染成了金色，樱花树也换
上了金色的外衣。夕阳中，我们
的校园安静了，但那棵樱花树依
然不放弃，保护着我们的校园，
为迎接明天，做好了充足的准
备！

冬日寒风的冷
冬天，樱花树已经凋零，只

有那干枯的树枝在寒风中摇

曳。在安静与沉默中，我们等待
着寒假的来临。伴随着试卷的
发放，我以这棵树为题作文，把
它的美变成永恒。

夕阳中，我背着书包默默离
去，看着那一棵树伸着孤零零的
树干，似乎是在和我告别，我也
不由自主地举手与它告别！

指导老师 陈丰丽

点评：通过写樱花树一年四
季的变化，表达对樱花树的喜
爱。

校园美景

生命诚可贵
□郑州四中高二（10）班 王雅萱

生命在浩瀚的宇宙之中
是渺小的，但是，只要对生命
怀有敬畏，心存感念，就有足
够的力量承受挫折，创造奇
迹。

“6·24”四川茂县山体垮
塌事件令国人震惊。灾害发
生后，国家高度重视，花费大
量人力、物力全面拯救灾民。
救援官兵的全力搜救和灾民
的顽强意志，创造了生命的奇
迹！村民乔大帅发现泥石流
冲入家中，带着妻子孩子逃离
时被气流掀翻，陷入泥石流，
他们不放弃，奋力挣扎，一家
三口最终被成功救出。

由此可见，生命虽微，但
只要尊重生命，珍惜生命，就
能抵抗挫折，彰显价值。

生命轻渺，但若是珍惜，
哪惧沉重打击？2008年的汶
川大地震也是一场令人难忘
的天灾，不忘的不仅是死伤的
惨烈，家园的倾倒，更有救援
官兵和无数志愿者的无私奉
献。他们义无反顾地向废墟
中奄奄一息的生命伸出援手，
冒着余震的危险将一个又一

个伤员从鬼门关夺回，却在亲
人相逢之时转身离开，没接受
任何的感谢与回报。我想，如
果问他们：这样竭尽全力地营
救素不相识的人，值吗？他们
一定会拍着胸脯大声说：“值，
真值！”

生命平凡，但若是尊重，
哪管横眉冷对？曼德拉，一生
为黑人的权益斗争。任何艰
难险阻都无法阻挡他，即使被
迫入狱他也坚持学习，也不放
弃任何读书的机会，始终未改
变反对种族主义，建立一个平
等、自由的新南非的坚强信
念。历史将会记住曼德拉对
于人类尊严和自由、和平与和
解的贡献。

曼德拉对不同种族的人
的尊重也告诉我：生命可贵，
无贵贱之分。

每个生命，或平凡或伟
大，都值得尊重，只有人人珍
爱生命，众志成城，才能承受
本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点评：罗列中外事例阐述
观点，表达生命的可贵。

我与小组共成长

尊重生命

共同成长

□新密第一初级中学 张咏奇

我所在的小组里，一共有
四个人。我们四个人互相帮
助、互相学习、一起进步、一起
为班级争光！

先来说组长。他学习优
秀，上课回答问题很积极，有
很多题别人不是轻而易举就
能做出来，他却能很轻易地做
出来。他的成语故事也积累
很多。上历史课老师让讲解
一些成语故事，他总是一马当
先，而且讲得很好。

再来说我。我上课时积
极发言，与同桌一起进步。但
我有一个缺点，就是做题时太
马虎，每次不是抄错数，就是
把符号搞错！我希望自己能
改正这个缺点，继续努力。

然后来说我的同桌。他
上课也积极发言，他抢答的速

度可真快！题还没出完，他就
马上说“我来回答”，让快要睡
着的同学提起了精神。我们
都叫他“翠花”，因为这几天，
老师们在操场上练广播操，他
在一次体育课上，看老师跳完
之后，就在那学，学得有模有
样。更重要的是，他一下课就
学女生的样子，走着猫步，逗
得大家哈哈大笑！

最后说我们组的第四位
同学，他学习虽然不怎么好，
但他上课回答问题还是比较
积极的。虽然他有时也会被
扣分，但毕竟我们是一组的，
我们都会帮他！

点评：作者抓住小组每一
位同学身上的特点进行描写，
形象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