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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名字!秋天!虽然

没有春天那生机勃勃!万紫千红的景色!但它

是一个硕果累累的季节"

亲爱的伙伴们!走出家门!走出校园!到

原野里去感受秋天的快乐吧
!

瞧!这块玉米地!一个个玉米棒子又大又

长!还露出好几条#胡须$呢
!

大概是这玉米

粒儿闷在棒子皮里太久啦!想出来透透气!感

受一下秋天到来的热闹气氛%这不!连棒子皮

都招架不住啦! 调皮的玉米粒儿穿上了秋天

最流行的黄色礼服!纷纷拨开棒子皮"一排排

像珍珠大的玉米粒儿像一个个没见过大世面

的娃娃!争先恐后地把小脑袋往外探"那边是

高粱地!一株株高粱高傲地举起红红的火把!

威武挺直地站在那里! 既像在炫耀自己的果

实! 又像在默默地为人民传递秋天已降临的

信息"一阵凉爽的秋风吹来!成群结队的高粱

籽粘在顶端摇摆着多姿的身子!翩翩起舞!秋

风过后!它们随之慢慢地停下舞步"在高粱旁

边还有许多的农作物&地下城群的花生'地上

犹如树林般茂密的甘蔗!金黄色的柿子
"

红彤

彤的苹果好似孩子裂开的笑脸"

这一派丰收的景象怎能不使人心花怒放

呢(美丽迷人的金秋啊
!

您在人们精心的装扮

下! 在祖国肥沃的土地上! 将会更加可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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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森林里!有一只兔子!它在这里已经住

了
#

年% 它长得胖胖的!很可爱!所以有好多

朋友喜欢它%

有一次兔兔回家 !它听说自己要搬到另

一片森林!很舍不得!可又能怎么办呢( 所以

它只能听爸爸妈妈的话了%

当它走进新家时! 发现有好多东西都变

得不一样了!第一是这片森林特别大!第二是

这儿的树木比以前森林的树木数量与品种都

要多!第三是这片森林有给兔子们住的房间%

刚开始来到这片森林的时候!很多兔子们

都有点瞧不起它!可是后来慢慢就变好了%兔兔

心里总想着 #一定要用自己的能力去让别人用

一样的眼光看自己$% 还好!兔兔的室友对它很

好%不过兔兔最近不太高兴!兔兔的姐姐问它为

什么!兔兔说&#我之前交了一个朋友!它也是刚

刚搬进来的! 它和我玩得很好! 可不知道怎么

了!它最近很少和我玩了% $兔兔姐姐一听!笑

了! 原来兔兔就是为了这发愁呀) 兔兔姐姐

说&#你为什么不交别的朋友呢( $这时兔兔回

答不出来了!看来兔子已经知道这个问题了%

在新的环境!面对新的朋友!新的老师!

新的生活!新的规定!兔兔在尽全力去了解它

们!熟悉它们!兔兔已经努力了!这一点兔兔

的家人是明白的% 兔兔的姐姐曾告诉兔兔&

#在新的环境一定要努力% $兔兔牢牢地记住

了这句话%

这就是一只兔子的经历! 它可能是某一

个学生!也可能它就是我%它的经历也许是每

一个转学生的经历!有好奇!有快乐!但也有

烦恼甚至是痛苦% 我们的每一天都会有酸甜

苦辣!就连兔子可能都会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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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清晨!我随爸爸'妈妈一

起坐火车去拉萨%

坐了一天的火车! 第二天醒来天

已发亮!我往窗外一看大吃一惊!到处

都是沙漠!没有一丝绿草% 爸爸说&#快

到格尔木了% $随着海拔的升高!我们

渐渐看到了一丝丝绿草! 虽然只有一

点点! 但在那一望无际的沙漠中格外

得显眼% 海拔再次升高!我们发现有些

山头泛着银光!仔细一看!哦) 原来是

雪山) 连绵起伏的雪山在阳光下格外

得美丽% 山脚下一条条小溪不停地流

淌!渐渐地草地的面积也大了起来!动

物也出现了!正当我们忙于拍照时!有

人大叫起来&#藏羚羊% $我的目光急忙

在草地上搜索!不错!是藏羚羊% 雄性

藏羚羊头上长着一对长长的角! 像一

位大将军保护着雌性藏羚羊% 再后来!

我们在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草地上看到

了成群的羊和牦牛!它们有的吃草!有

的休息!有的在远望!显得那么悠闲自

在% 天透蓝透蓝的!云朵也更白了!都

像刚用水洗过似的! 那么的美丽'洁

净%

$

月
%'

日一大早! 我们坐大巴从

拉萨去林芝% 大家一路欢歌!当车过了

#(((

多米的米拉雪山之后! 大家渐渐

有了睡意% 这时!意外发生了!车猛地

抖了一下!我还以为路差!谁知车越抖

越狠!越抖越厉害!我想抱住前面的座

位!结果根本不当家!我不但没抱住还

伤了下巴!车终于停下了% 原来师傅因

疲劳把车开到沟里了! 要不是师傅有

经验!车早翻了% 大家下车查看伤情!

每一个人都挂了彩! 只是轻重不同而

已!有一个伤重的下不了车!一直在车

上呻吟% 过路的车纷纷询问'帮助!有

一位阿姨从车上下来二话没说就拿着

碘酒'药棉奔向我们!为我们消毒'擦

药! 动作是那么熟练! 态度是那么温

和!阿姨简直就是雷锋的灵魂!我们在

场的每一个人都由刚才的恐惧变为感

动%

到拉萨的这几天! 我一直是远望

布达拉宫!

$

月
%)

日这天我终于来到

了布达拉宫门前% 布达拉宫建在红山

上!有红宫和白宫组成!共有
%&

层!气

势雄伟壮观%

我们经过正门走进院内! 然后拾

级而上!每走一步都感到费力% 宫内珍

藏着大量的佛像'壁画!可以说到处是

金碧辉煌!令人眼花缭乱% 一位位虔诚

的藏族人一边念经!一边合手祈福!周

围显得那么的静! 导游的讲解也是轻

轻的!好像害怕惊动了神灵似的% 不知

不觉我们来到了红宫! 红宫因外墙是

红色而得名!外墙壁周围有一种草!据

说这样可以使屋内冬暖夏凉% 红宫是

放达赖尸体的地方!屋内显得很宽敞!

左上方二三米高处是历代达赖的灵

塔!全部是用黄金造成的!看了真让人

大开眼界% 宫内还珍藏大量的壁画'经

典等文物! 这一民族文化艺术瑰宝在

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布达拉宫我爱你) 你是我们中华

民族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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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有一个比西湖还要大

的龙湖 !它虽然没有西湖的名气大 !

但在我的眼中它的景色是那么迷

人 !无论什么季节 !它总是 #淡妆浓

抹总相宜 $! 吸引着来自各地的游

客%

春天!龙湖边的柳树发芽了!嫩绿

的柳芽就像一个个调皮的孩子伸出小

脑袋好奇地看着美丽的龙湖% 柔软的

枝条长长的!垂挂到湖面!仿佛在和湖

水嬉戏%

夏天!湖里开满了美丽的荷花!有

的像一个个亭亭玉立的小姑娘! 穿着

粉色的裙子在荷叶上跳芭蕾舞* 有的

躲在绿叶下面! 好像一个个怕羞的小

姑娘% 一阵风吹过!荷叶上的小露珠滚

来滚去! 好像一个个调皮的娃娃在翻

跟头%

秋天!树叶变黄了!湖的四周落满

了密密层层的叶子!在阳光的照耀下!

闪着金色的光泽! 仿佛是为龙湖穿上

了一件金色的礼服% 有的叶子落到湖

面上!就像一艘艘载满祝福的小船!开

向远方%

冬天!大雪纷纷扬扬地下着!小路

穿上了厚厚的白棉袄! 树枝上挂满了

毛茸茸的珍珠! 龙湖穿上洁白的水晶

衣!人们沉浸在这粉妆玉砌的世界%

我爱美丽的龙湖! 我爱美丽的家

乡)

"辅导老师!柴亚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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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的一天! 妈妈带着我去洛阳嵩

县的白云山去游玩! 早就听说白云山和

云台山是河南最美的两座山! 我的心里

充满了兴奋和期待%

到达白云山的第一天!天公不作美!

下起了蒙蒙细雨! 我们买了雨衣披在身

上!兴致勃勃地开始登山%石级小路两旁

长满了各种各样的树木和野花! 在雨水

的滋润下鲜艳欲滴% 我和两个小伙伴边

走边摘野花!不时地摆个造型拍照留念%

可是山上的雨越下越大了! 气温越来越

低!我感觉身上越来越冷了!虽然是三伏

天!我却冻得直打哆嗦!最后妈妈决定带

着我原路下山回宾馆休息% 我一步三挪

地跟着妈妈下了山!心里直嘀咕&难道白

云山就这样( 这跟我以前看过的山也没

多大区别呀)

第二天!下了一夜的雨终于停了!我

们坐着上山的小中巴车又开始在蜿蜒的

盘山公路上绕行% 忽然有人说&#快看窗

外)$我急忙往窗外看!啊)我们的车好像

在白云中穿梭! 一伸手就能摘到一片白

云似的!远处的白云更浓更美!在蓝色的

天空中自由伸展% 朦胧的远山笼罩着一

层轻纱!影影绰绰!在飘渺的云烟中忽远

忽近!若即若离!就像是人间的仙境% 我

目不转睛地盯着变换多端的白云! 生怕

错过一丝美景%看)这块白云多像孙悟空

拿着金箍棒在勇斗天兵天将* 那块白云

就像美丽的嫦娥在那里长袖善舞% 白云

山真是名不虚传啊)

终于车停了下来! 我们看到的景色

与刚才明显不同!山上绿油油的!到处都

是绿树青草!空气清新自然!真是天然的

大氧吧呀) 我们今天的主要目的地是九

龙潭!我和我的好朋友决定自己爬上山!

而且要自己下山!一定不坐缆车%我们像

是比赛似的!比大人走得都快%不过有些

地方比较陡峭!再加上昨天刚下过雨!又

湿又滑! 我小心翼翼地扶着石壁终于安

全通过了危险地带% 走了大约两个多小

时!忽然远远地听见轰鸣声!妈妈说&#快

到了$)最后又走了一个长长的陡峭的大

约有
)(

度的台阶后!我终于看见九龙潭

瀑布啦) 只见那水穿山破壁!气势汹汹!

奔腾叫嚣而下% 由于水的天长日久的巨

大冲刷! 山壁上留下九条纵横交错的沟

壑!看起来就像
)

条龙从天而降!昂首挺

胸!互相搏击!真是壮观极了) 离瀑布越

近我越感觉到脸上湿漉漉的! 难道又下

雨了(后来妈妈告诉我!那是由于水的巨

大落差!撞击到山底的岩石溅出的水花!

细细密密! 离瀑布近了感觉好像下着毛

毛细雨呢)告别了九龙潭!我们又来到珍

珠潭!珍珠潭可和九龙潭差远了!珍珠潭

是一个
+

形状涓涓细流的小溪!听!它和

九龙潭瀑布发出的声音也不同哦)

回去的路上我累得筋疲力尽!可是

为了遵守诺言! 我还是打起精神和好朋

友一块走下了山% 看着被远远抛在后面

的白云山!我有一些留恋!心中暗暗想着

白云山真美啊) 不知道以后什么时候还

能有机会再来看它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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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课余生活多姿多彩!打篮球'打羽

毛球'画画'看电视++

我尤其最爱打篮球!一有空!就会叫上小

伙伴!到学校的篮球场去打球%很多时候大家

一打就上劲儿了!连回家吃饭都忘记了%妈妈

们都在家等不及了!就到学校来催我们回去%

一看! 我们个个汗流浃背的! 好像水洗的一

样% 不过!我们一点也不在乎!大家都乐在其

中呢)

我的课余生活多彩吧)"辅导老师!杨慧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