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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田野里最迷人的要数那金灿灿的

油菜花了"

从远处看! 零星的油菜田块块金黄!与

小麦的绿色交织成装饰田野的美丽图案#那

整片一望无际的油菜田!又像是金色的地毯

上铺了一层四片小小的花瓣$ 厚厚的黄绒"

油菜田旁边的小河里!河水碧绿!菜影倒映!

黄绿分明" 微风吹来!油菜翩翩起舞舒展着

它那美丽的姿态"

你看那无数只小蜜蜂在其间穿来穿去!

汇成一片片美丽的海洋" 站在金色的河边!

油菜花田散发出来的清香扑鼻而来!沁人心

脾!使人陶醉"

这美丽的春天景色真迷人!真想去拥抱

大自然!去享受大自然的恩赐!去饱览这如

画的田园之景"

春天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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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

地球这位人类的母亲$ 我们生命的摇

篮"曾经是那样的美丽壮观$和蔼可亲# 她

无私地为我们提供各种资源$ 但是" 人们

却随意浪费自然资源$污染环境"造成一系

列生态灾难 " 给人类生存带来了严重威

胁$ 作为地球村的小村民" 我们有责任有

义务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保护我们的

环境" 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因此我

建议!

#5

我们要爱护花草树木"不乱摘花朵"

不乱踩草地"爱护大地上的一草一木$

35

不用一次性筷子 "因为一次性筷子

的材料是树木做成的$

"5

提醒爸爸妈妈买菜时不用塑料袋"

减少白色污染$

!5

爱护野生动物 "全体少先队员要利

用课后"课余时间开展%爱鸟护蛙&活动$

:5

珍惜水源"不浪费水"我们要从自己

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节约用水 "生活

中要学会循环利用水资源$

45

不要随地乱扔果皮纸屑 "不随地吐

痰$

95

我们要植树造林 "多种一些花草树

木"这样既美化环境"又净化空气 "真是一

举两得$

同学们"保护环境人人有责"让我们行

动起来吧$ 地球只有一个" 我们要好好爱

护它$保护它$ 从我做起"节约各种资源 "

将使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倡议人#刘慧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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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节放假七天! 我激动得欢呼起来!

有些同学高兴地跳到了凳子上!教室里顿时

沸腾起来"

晚上回到家!我就央求妈妈国庆假期带

我出去烧烤!因为妈妈以前答应过我!说有

空就会带我去" 可是当我说出我的想法时!

妈妈犹豫了一会儿!有点为难" 到最后妈妈

经不住我的软磨硬泡!还是答应了!我高呼

%妈妈万岁&"

早上六点!我们就早早地起床为烧烤做

准备!只见妈妈准备了肉$鱼$香肠!还有水

果" 不一会儿小姨带着表弟也赶来了!妈妈

说'%好了!人到齐了出发" &于是!我们来到

生态园!选好了烧烤的地方!妈妈和小姨把

烧烤的架子抬到了适当的位置放好!然后对

我说'%把车里的肉和水果都拿出来" &妈们

边说着边开始生火!不一会儿木炭就烧起来

了"表弟也开始帮忙!把吃的都帮着摆好!一

会儿就可以烤东西吃了"小姨在那边忙着串

烧烤的食物!我们都去帮忙!人多力量大嘛!

不一会儿食物就被我们串好了"我跟表弟拿

着串好的肉串!跟妈妈学起烧烤" 我们学得

有模有样!先在上面刷一层油!再转着竹签

烤就大功告成了! 看着我亲自动手烤的肉

串!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妈妈说'%看你们脸上身上弄得脏脏的!

赶紧去洗洗脸吧!我们要回去了" &虽然有点

意犹未尽!但是挺开心的!真是充实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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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天地!而我经

常把我的房间称为 %小天地&! 我非常喜欢

它!因为它给我带来了无限欢乐"

打开门走进我的房间!映入眼帘的是我

的那张温暖而舒适的床" 一片片白色的云$

金黄的花儿$青翠的草地$这便是床单和被

子的颜色!是不是让人感到很温馨呢( 床的

两边有两个白色的床头柜!抽屉里放满了我

睡觉前要看的课外书"左边的床头柜上放着

一盏台灯!右边的床头柜上放着一个可爱的

小闹钟!它每天早上都会准时的叫我起床"

接着再往前走! 就会看见我的写字桌!

那是一个白色的长方形桌子!上面放着一个

蓝色的台灯!我晚上都在灯光下看书$写作

业#台灯的旁边放着一个笔筒!非常可爱"我

的窗帘是粉红色的!上面还有各种各样的图

案!有心型的树叶!有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

还有一些翩翩起舞的蝴蝶!非常美丽"

我非常喜欢我的小天地!它给我带来了

无限乐趣"

我的!小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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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喜欢百花盛开的春天!有人喜欢热

情似火的夏天! 还有人喜欢白雪茫茫的冬

天!而我却独爱秋天"

秋天虽然没有春天的百花$ 夏天的炎

热$冬天的寒冷!但是有许多水果!这个季节

的水果最丰富!喜欢吃水果的人可是有口福

了"

秋天的菊花真是美丽! 红的$ 白的$黄

的$紫的各种各样!每一朵花就像一个小圆

球"秋天到了!树上的叶子都变成了黄色的$

半红半绿的!这些叶子落在地上!堆成了厚

厚的垫子!像地毯一样!这么美丽的景象难

道你不想拿起照相机拍一张照片吗(

秋天也是旅游的好日子!在这美好的季

节里!我们去了海滨城市北戴河!北戴河的

秋天不像夏天那么拥挤! 阳光照在海面上!

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这么美丽的秋天!我真希望时间就此停止"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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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水果
?

我喜欢吃草莓$香蕉$橘子$芒果

等"

不过 !我最爱吃的还是柚子 !一个柚子

大的有四五斤重 !像大西瓜那么大 " 远看柚

子的颜色呈淡黄 !在光的照耀下 !显得光滑

圆润 !就像一个娃娃脸 !惹人喜爱 " 近看柚

子的颜色就不一样了 ! 柚子黄色的表皮上

有无数个绿色的小点点 ! 就像天上的小星

星一样 !又显得黄里透青 !青里发黄 "

为了了解柚子的品种 ! 我还上网找了

一些资料 !例如脆香甜柚 $通坚柚 $王官溪

密柚 $水糖柚 $沙田柚等 !我还了解了柚子

的种植环境 ' %它适合土壤肥沃 $ 排灌良

好 $地势向阳的中性或微酸性土壤 & " 说起

柚子的味道 ! 那我得说两句 ! 它的皮有点

苦苦的 !不过 !里面的果肉饱满 !粒粒酸甜

可口 "

我不光知道柚子的品种和种植环境 !

我还知道柚子润肺 $止咳平喘 $清热 $健脾

消食 " 说完了这些 ! 我们该说怎么吃柚子

了 ! 大家都知道柚子的皮厚厚的难剥死

了 ! 对于那些力气大的男士可是小菜一

碟 ! 而对于我们小孩子简直比登天还难 !

所以必须找别人来帮我们剥开柚子皮 " 总

之 !我喜欢吃柚子 !喜欢它的酸甜可口 !喜

欢它各种各样的品种 " 写了这么多 ! 但好

像还有点意犹未尽呢 )

我最爱吃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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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温和

的阳光洒满了学校的每一个角落! 春风轻

轻地吹在身上! 就像妈妈温暖的手抚摸在

我身上!温暖又舒服"

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 鸟儿们站

在树上唱着欢快的歌 ! 是在迎接同学们

吗(

校园里一派春意盎然$ 生机勃勃的景

象" 学校里的值日生们正在打扫卫生!让同

学们在舒适的环境里好好学习" 今天是星

期一!正是我们学校举行升旗仪式的日子!

听见预备铃声响起! 我们迅速地来到国旗

台前! 站好了整齐的队伍" 升旗仪式开始

了!嘹亮的国歌在校园的上空飘荡!鲜艳的

五星红旗在国歌声中飘扬" 此时!我的心情

思绪万千!一种中国人的自豪感犹然而生!

我为生活在这个美好的时代而骄傲 " 所

以!我下定决心 !一定要好好学习 !掌握科

学文化知识!将来成为祖国的栋梁"

春天的校园是最美丽的! 是充满生机

的校园!是我学习快乐成长的校园" 我爱春

天的校园"

美丽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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