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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满大街的重金属音乐，我的耳畔仿佛又响起了
阿炳的《二泉映月》，心中突然一阵悲凉，并不只是为了
阿炳那悲惨的命运，更是因为现代人对民乐乐器的冷
淡，对西洋乐器的推崇备至。现实在悄悄提醒，民乐正被
我们渐渐遗忘。

生活在小城的我，小时候经常在小院里听到老人们
唱黄梅戏。再看现在，小院已然沦为打麻将、玩扑克的场
所，我的心中难免惆怅，为了戏曲的没落。曾经，无论走
到哪里，都有戏曲相伴。如今已经听不到脍炙人口的“南
腔北调”了。现实在悄悄提醒，戏曲正被人们渐渐遗忘。

仍记童年，在一棵香樟树下，周日都会有人来表
演皮影戏。那些老艺人凭一双灵巧的手，将人和物表
演得栩栩如生，让我看得如痴如醉。而当今人们都喜
欢泡电视剧、看动漫，皮影戏已经勾不起年轻人的兴
趣。现实在悄悄提醒，皮影戏正被人们渐渐遗忘。

爸爸告诉我，池州“全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青
阳县杜村乡一直努力传承与发展民间传统文化，近年来
以举办各类文化旅游活动为平台，多次向游客展示“十
番锣鼓”“目连戏”经典剧目、民俗传统文化“祭灶神”等
优秀传统文化；池州杏花村文化旅游区已经连续几年举
办“春耕节”“龙舟嘉年华”等传统文化活动；还有贵池罗
城民歌进校园、石台画坑晒秋等非遗传承和农俗文化活
动。优秀传统文化并没有被人们遗弃！

爸爸的一番话解开了我心中的困惑。是的，现实提
醒我们，我们年轻一代，应当重拾被搁浅的传统文化，将
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让优秀传统文化真正溶入我们
的血液，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现实在悄悄提醒
池州市第十中学920班 林静如

指导老师：邹文良

在暑假里，我读了《非洲雌象麦菲》这本书，作者是沈
石溪，这本书让我受益匪浅。

本书的主人公是非洲雌象麦菲。麦菲因贪玩在象群
中掉队了，并中了猎人的麻醉枪，被运往中国。一个意外
使麦菲躲进了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后来麦菲想加入洛亚
象群，却因为一对宝牙被象酋布隆迪视为怪胎。不久布隆
迪被独眼、独牙夺去宝位，又被捕兽网抓住，麦菲救了他，
两人合力夺回象酋宝位。在搏斗中，麦菲掉进了陷阱，撞
断象牙才重回洛亚象群。

读完这本书，我觉得：人类要尊重生命、保护生命的
尊严，大自然已经在流泪、在哀求了。要不是因为捕杀，麦
菲会永远幸福地和洛亚象群生活在一起；要不是捕杀，麦
菲就不会被运往中国；要不是捕杀，麦菲不会撞断那三尺
长的象牙！这一切，都是人类引起的。麦菲被关在铁笼子
里，失去了亲人和自由，可它又有什么过错呢！

地球上许多动物在濒临灭绝。难道人类是因为饥饿
才去大量捕杀吗？不，与之相反，他们是为了好奇、为了过
枪瘾、为了金钱、为了解馋而随意捕杀。人类，停手吧！不
要等到动物都灭绝了才后悔、那时已经晚了！

既然同是生活在地球上的生命，那就要让所有的生
命有尊严，让它们能和人类一样繁衍生存下去！

生命的尊严
——读《非洲雌象麦菲》有感

东至县至德小学504班 丁希雯
指导教师：张庆云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中国古代就已经有了“卧冰求鲤”“亲尝汤药”等充满爱的故
事。

星期五，我们实小五年级全体师生背上各自准备的爱
心食品，经过长途跋涉，来到蓉城敬老院。

走进院内，只见院子十分宽敞，两边是郁郁葱葱的树木
和一栋栋黑白楼房，院内地面洁净，空气清新。院子的中央
是一个大广场，摆着几张桌子，坐着不少老人，他们正在欢
迎我们的到来。

男同学排队将带去的慰问品摆放在桌子上，牛奶、面
包、水果……琳琅满目。接着，各班开始展示精心准备的节
目。大家每表演一段，老人们便高兴地为我们鼓掌，同学们
演得更卖力了。

午饭后，我们返回。回头看看愈来愈远的敬老院，想起
那些年迈的老人，我的心中不禁涌起一阵酸楚。我在心中默
默祝福他们，愿他们永远幸福、健康，更把中华孝道永记心
间。

让爱充满人间
青阳县实验小学502班 王子萱

指导老师：杨秀芝

9月20日上午，县有关部门组织了一场“着汉服，写家
风”的书法比赛。非常荣幸，我和全县100多名中小学生参
加了此次比赛。

金秋时节，丹桂飘香，瓜果累累。我的心情很激动，一直
在幻想着比赛的场面。

来到比赛场地——城南小学。刚到校门口，就有同学们
列队欢迎，为我们指路。在他们的带领下，我们换上汉服，备
好笔砚，等待比赛开始。

其他学校的选手也陆陆续陆续地来了，个个身着汉服、
衣袂飘飘。我心里一直在给自己鼓劲：镇定！镇定！好好发挥！

随着主持人一声令下，比赛开始了。古乐悠然响起，选
手们铺开宣纸，挥毫泼墨，整个赛场都洋溢起了浓浓的墨
香。秋风轻轻地吹着，好像是在给我加油，又好像是妈妈在
我耳边细语。我深吸了一口气，饱蘸墨汁，一鼓作气，“欲高
门第重树德，履声思继勤读书”14个刚劲有力的大字跃然
纸上，我也好像卸下了千斤重担。

“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虽然只得到了优秀奖，但我并
不气馁，任何事情都重在参与。能参加这次比赛，我已是非
常高兴了。感谢老师的信任，给了我这次学习机会，让我见
识了汉服的华美、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明白了“学海无涯”
的道理。我终生难忘这次的比赛！

一次终生难忘的比赛
东至县香隅中心小学603班 陈钟欣

指导老师：钟春兰

每个人都有自己喜爱的东西，像琦君笔下“故乡的桂
花”、冯骥才眼中“可爱的珍珠鸟”，你的心爱之物又是什么
呢？是过生日收到的礼物、还是你去海边拾到的小贝壳？

那么，你们知道我的心爱之物是什么吗？它是去上海迪
士尼游玩时，妈妈买给我的那只可爱又精致的“小怀表”。它
小巧极了，被穿在一条细链子上。表盖银光闪闪、美得发亮，
盖的中央有一座东方明珠塔耸入云霄；表的上方还有一个
小小的、圆圆的按钮，一按，只听“当”的一声，怀表就打开
了，有3个小朋友跳出来，他们围着小圆盘转着跑，好像在
举行一场比赛，整个设计非常精巧有趣。

我的“小怀表”，它就像我最贴心的好朋友，始终陪伴在
我身边，与我形影不离，与我相依相伴。

我的心爱之物
贵池区杏花村小学505班 杨嘉妮

指导老师：沈成凤无论酷暑严寒、风吹雨打，当我们还在睡梦中的时候，
有一群人已在大街小巷忙碌着，他们就是被人们称为“城市
黄玫瑰”的环卫工人。

记得那是寒冷的冬天，因下了一天一夜的大雪，地
面上积了一层厚厚的雪。第二天早上，妈妈对我说：“为
了安全，今天我们步行去学校。”我们比平时提前了半
个小时出发，路上的积雪都到我的小腿肚了。走着走
着，到了一个岔路口，发现另一条路面上，一点积雪也
没有，只见几位身穿“黄马甲”的人在铲雪。原来，这就
是他们辛苦劳动的结果。当我走近时，发现他们都只穿
了一件很薄的衣服，再看看自己，戴着帽子、手套、穿着
大棉袄。我问其中的一位奶奶：“你们穿那么少，不冷
吗？”她说：“不冷呀，你看我都出汗了。”我一看，她的脸
上真的挂着汗珠。看着他们忙碌的身影，我背着书包，
继续往学校走去，走在他们刚铲过雪的路面上，不禁感
慨万分……

希望我们都能够讲卫生，不要乱扔垃圾。这样，环卫工
人就会少一些辛劳。

城市的“黄玫瑰”，感恩有你！

城市“黄玫瑰”
东至县东流中心小学403班 王笑笑

指导老师：谢传胜

人人都有自己的心爱之物。我的心爱之物是铅笔盒，肯
定会有人问为什么？那就听我娓娓道来吧：

它是一个蓝色的铅笔盒，盒子上方有一位美丽动人的
花花姑娘，拉链是一个粉色透明的小爱心，像是花花姑娘的
吉祥物，里面有三层，最上面的一层是用网纱隔住的，中间
一层放笔，最下面的一层里还有一个隐藏小纸条的地方呢!

这个铅笔盒是我在转学时一个好朋友送的。每当看见
这个铅笔盒，我都会想起曾经的点点滴滴，有争吵，有欢乐，
还有我们在一起学习、玩耍时的场景。我们相互信任、相互
帮助，就像古人说的“君子之交淡如水”。这个铅笔盒虽然不
贵，但它代表着我们珍贵的友谊。

记得有一次，我到乡下玩，回家后发现找不到铅笔盒。
原来我把它落在了大伯家，把我急哭了。后来大伯打电话说
铅笔盒找到了，我又乐坏了。从此我更加爱惜这个铅笔盒
了，因为它对我来说意义很大。

光阴似箭，转眼三年过去了，不知好朋友现在成绩如
何？很久没跟她联系了，但我却时刻把她记挂在心里。

我的心爱之物
石台县实验小学504班 杨芷婧

指导老师：谢一凡

小记者宿舍后门的花园可真美！
春天来了，沉睡已久的小草伸个懒腰，小花伸出手向

大家问好，柳树姐姐染了绿色的头发。夏天，大树、小草、
小花，长得生机勃勃，柳树姐姐已经变成少女。

秋天，园丁爷爷亲手把种的果子摘给我们吃，翠柏固
执地把自己涂成绿色。

冬天，北风呼啸，小花、小草开始冬眠，准备明年春天
更加生机勃勃。

宿舍后面的小花园
贵池区城关小学秋浦分校304班 尹嘉艺

指导老师：陈莉萍

有人喜欢高贵的玫瑰，有人喜欢芳香的桂花，还有人喜
欢独抗寒冷的腊梅，而我只喜欢院子里的朱顶红。

“朱顶红”，一听名字就知道是红色。是的，朱顶红的花
瓣不仅是朱红色，而且还相间着白色，红白相间的花瓣里藏
着一群顽皮的花蕊。微风一吹，蜂蜜就会在这儿采蜜。朱顶
红的身杆是绿色的，越往下越粗，到杆底时就能看到唯一的
两片绿叶。

到了夏天，朱顶红竞相开放。有的还是花苞，有的刚开
了一点，露出一些黄色的花蕊，有的全绽放了，所有的花瓣
都展现在阳光下，花蕊也被蜜蜂尽情地吮吸着。

朱顶红的花香很奇异，清新迷人、芬芳淡雅。到秋天时，
朱顶红会慢慢地凋谢，香气也会随之消失。

妈妈常说，这种花尽管不常见，但却平淡无奇。
是啊，朱顶红虽然没有玫瑰的高贵，没有桂花的香飘十

里，也没有腊梅高处不胜寒的精神，但是，我独爱朱顶红！

朱顶红
青阳蓉城镇第一小学501班 王彦

指导老师：吴正午

一天晚上，我吃完晚饭，就和爸爸一起去天堂湖公园散
步。

到了天堂湖公园，我们来到了湖边。真是“接天莲叶无
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呀！荷花有的已经开了，露出了小莲
蓬；有的还是花骨朵儿，好像一粒粉色的大花生呢！荷叶碧
绿碧绿的，好像一个大大的绿色果盘。微风习习，荷花随风
翩翩起舞，风越大，荷花就跳得越欢。水中的鱼儿一边吐着
泡泡，一边观看荷花的舞蹈。有些“吃货鱼”想一边吃一边
看，好不容易找到食物，一咬就上了钓鱼人的当。柳树姑娘
在河边照着镜子，风姑娘帮它梳理头发，把它打扮得美美的
……青草像一张柔软的大床，蝈蝈站在床上唱着歌儿，嘲笑
着正在运粮的蚂蚁。懒惰的虫子在树下睡大觉；蜻蜓在开讨
论会；蝴蝶在开派对，请来了“森林歌唱家”知了和伴奏的秋
虫。咦，小鸟在干什么？哦，原来它们也在唱歌呀！多么热闹
的森林演唱会呀！

天堂湖就在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的长江南路旁边，听
了我的介绍，你们不想去看看吗！

美丽的天堂湖公园
贵池区永明小学405班 石稼慧

指导老师：吴婷

暑假的时候，我读了《花面母灵猫》，它是由著名作家
沈石溪爷爷写的，我非常喜欢这本书。

“灵猫”是一种稀有的猫科动物，它身上的“灵猫
香”，是同“麝香”一样珍贵的香水材料，而且还是一种
稀缺的中药，可谓价值连城。为了能够有一张车票去看
远方当保姆的妈妈，书中的小孩土娃想害死灵猫妈妈，
以便获取“灵猫香”来换钱。赶到那里才发现，灵猫妈妈
因为最小的灵猫不像其它的小灵猫一样健康美丽，便
狠心地抛弃了它，让小灵猫在野外自生自灭。土娃发现
了奄奄一息的小灵猫，便将它抱回了家。读到这里，我
心里很不是滋味，人们常说：“虎毒不食子”，觉得灵猫
妈妈的心肠太狠了，竟然将自己的孩子抛弃在冰天雪
地的荒郊野外，这种做法太令人发指！这让我想到了美
国作家、教育家海伦·凯勒，在她 19 个月大的时候，因为
一场大病剥夺了她欣赏和聆听世界的权利。但是她的
爸爸妈妈对小海伦不离不弃，想尽一切办法为她创造
接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最终将她培养成举世闻名的
作家。海伦·凯勒的故事至今还激励着成千上万在黑暗
中摸索前行的人们。

读《花面母灵猫》有感
贵池区城关小学501班 刘诗源

指导老师：疏金燕

暑假里，我读了《乌丢丢的奇遇》。
这是一个优美的童话。乌丢丢是布袋老人的木偶丢失的

一只小脚丫。为了寻找布袋老人，它去了珍儿家，得到了一副
身体。接着又闯进了诗人吟痴先生举行的“重返童年”晚会，
乌丢丢认识了一群可爱的朋友，真正体会到了因爱而产生的
快乐。于是，它开启了寻找布袋爷爷和珍儿的旅行……翻越
了许多山，又翻越许多河，终于找到了珍儿。但是珍儿因为学
校发生了火灾，在奋力救火时不幸摔折了一条腿，走路很不
方便，所以被困在教室里。乌丢丢看到这样的情景，连忙去救
珍儿，当它把珍儿救出来的时候，自己的身体已经烧成了灰
烬，只剩下了小脚丫……最后，这只小脚丫被安装在珍儿的
脚上，就这样，它们又快乐地生活在一起了。

在这本书中，乌丢丢在旅行中得到了完整的身体，又为
了救珍儿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它体会到了朋友间相
处的快乐和友谊，在接受爱的同时，也学会了付出和感恩。

其实我们从呱呱坠地到呀呀学语，再到上幼儿园、小
学，一直到大学毕业，始终在受父母、老师、同学的帮助和爱
护。当我们在接受爱的同时，也要学会感恩。古有“程门立
雪”“乌鸦反哺”，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尊师重道、不孝敬父
母呢？

我会永远记住金波爷爷的一句话：有爱滋养的生命，才
是鲜活、美丽和不朽的生命。

以书为伴 与爱同行
贵池区城西小学305班 佘若寒

指导老师：吴兴荣

秋天是什么颜色呢？
秋天是黄色的。公园里的菊花开得金灿灿的，树上的叶

儿一片片落下来，就像一只只翩翩起舞的黄蝴蝶。
秋天是粉色的。粉色的木槿花像小姑娘的裙子，洗澡花

也一个个吹着粉色的小喇叭。
秋天是红色的。枫叶渐渐地变红了，香樟树上的叶子好

像红色的小发卡。果园里的枣子也红了，还有那又大又红的
苹果。

秋天是白色的。有白色的牵牛花，还有一团团的棉花在
和天上的云比谁更白呢。

秋天是个多彩的季节！

秋天的颜色
贵池区城关小学秋浦分校201班 汪莞清

指导老师：王美娟

在成长过程中，每个人都要经历很多的第一次，每个第
一次都有不同的感受。

一天，我踢完球早早地回了家。一进门，就看见妈妈左手
拿着鸡精，右手拿铲子翻炒着锅里的菜，洒脱极了。我也想

“大显身手”，就问：“妈妈，我可以学做菜吗？”“可以呀，等会
让你学做丝瓜炒蛋。”“好耶！”我兴奋不已，一蹦三尺高。

准备好了丝瓜、鸡蛋、鸡精和油盐。我先把蛋打好，本以
为自己已经不错，但困难还在后头。我将鸡蛋液倒进锅中，
可“油宝宝”非常淘气，一个个都往锅外蹦，弄得我的手上

“伤痕累累”。我把炒好的蛋放入碗中备用。接下来把切成块
的丝瓜放入锅中，爆炒一下，再放盐和鸡精，翻炒到丝瓜变
软，然后放入事先炒好的鸡蛋。不一会儿，美味的“丝瓜炒
蛋”就出锅了。

坐在椅子上，吃着自己做的菜，心里比吃了蜜还甜。我
在想：爸爸、妈妈真不容易，每天为我们烧饭、洗衣服。可我
们有时还让他们生气，想想真是不应该啊，我们应该好好地
孝敬他们！

第一次下厨
青阳县杨田镇中心小学402班 郎若婷

指导老师：周琼

今天，妈妈不在家，午饭又得晚了。可我不想饿肚子，
既然妈妈不在，我何不大显身手呢？我想先把饭煮好，菜
就等着让妈回家后再烧。

淘米、加水、放入电饭煲、插上插头。半个小时过去
了，饭应该煮好了吧？我过去一看，电饭煲一点反应都没
有，米还是生的。难道是电饭煲坏了？看到旁边的工具箱，
心里冒出一个修电饭煲的念头来。平时都是爸爸修电器，
今天我这个小男子汉也要出马了。我先把螺丝拧开，看到
里面的一根红电线断了，怪不得电饭煲不工作了。好，电
饭煲，我来拯救你了！我刚刚碰到红电线，手就一阵发麻。
正当我惊魂未定之时，妈妈回来了，她看了看电饭煲，又
看了看工具箱，立刻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妈妈既生气又
心疼，说：“讲过多少次，不要碰‘电老虎’，这下被电到了
吧，多危险啊！”

经过了这件事，我知道了“电老虎”的可怕，以后一定
要注意安全，时刻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惊魂一刻
贵池区城西小学307班 何凯章

指导老师：房树声

我是铁蛋，我可是村里最有正义感的“孩子王”。
在一个月暗星稀的夜晚，我和我的“兵”一起如往常一

样出去训练——用弹弓打麻雀。我可是百发百中的神弓手。
就在我们悄悄地寻找猎物时，一个高大的黑影飞快地跑了
过来。“谁？该不会又是一个坏人吧。前几天李奶奶家就被偷
了。”我屏住呼吸，举起弹弓，拉满弦，身旁的小伙伴也准备
就绪了。“打！”随着我的一声令下，弹丸啪啪响，只见那人上
蹿下跳，惨叫声不绝于耳。看着他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我
的心里别提有多开心了。“追，千万别让他跑了。”我们如离
弦的箭，紧追不放。虽然我们速度快，可还是让那贼溜了。

“算你跑得快，不然定让你求饶，哈哈哈……”乡村里回荡着
我们正义的笑声。

“奶奶，我回来了……我刚才打跑了一个坏……”我还
没说完，只见一个鼻青脸肿的家伙正在我家沙发上坐着，他
紧紧盯着我手上的弹弓。“也不知道是谁把你表哥打成这
样？”奶奶嘀咕着。“是我，我以为是小偷。对不起，表哥！”哎，
那一顿数落如夏日狂风暴雨，浇得我大气都不敢出。

大侠不是那么好当的，下次真得搞清楚状况才能行动。
窗外的月亮不知什么时候从云层里钻了出来，蓝蓝的

天，皎皎的月，好美好美。

月亮下的故事
东至县胜利镇中心小学 徐新晨

指导老师：徐华明

这是一本充满爱与团结的书。在书中，我认识了三个主
人公，他们分别是布朗提、蒂娜和托比。蒂娜和托比是双胞
胎，蒂娜是妹妹，纯真善良、活泼可爱、喜欢一切小动物；托
比是哥哥，它喜欢恐龙、读过很多关于恐龙的书、是个小恐
龙专家；布朗提是只黄色的小恐龙，兄妹俩在一个冰洞中发
现并将它带回了家。小恐龙可爱、勇敢、善良、好奇心重、是
兄妹俩的宠物。

科学家们知道了恐龙的存在、欣喜若狂。都想去捕捉、
拿它来做实验，这可是蒂娜和托比绝对不允许的事情。布朗
提在兄妹俩悉心的照料下，每天都快乐、安全地成长着。他
们后来经历了许多刺激、有趣的冒险，其中，我最喜欢的是

《惊喜》这个篇章。这篇写的是布朗提想要找到同伴，蒂娜和
托比将布朗提送回了冰洞。天呀，他们真的找到了另一只恐
龙，还会飞呢！不用说，布朗提带着兄妹俩做了一次空中旅
行。这一个个精彩的冒险故事不断地发生，兄妹俩也在冒险
中慢慢地长大了。

我合上书，细细地回味：如果只有布朗提，那它一定会
被科学家们抓走；但如果没有布朗提，蒂娜和托比的人生也
将缺少许多精彩的片段。

我们的生活也一样，不仅要有独当一面的能力和勇气，
还要团结合作，这样才能攀登人生的高峰！

读《我的宠物是恐龙》有感
贵池区城关小学秋浦分校405班 方亦欣

指导老师：姜小文

我家门前有一棵大树，这棵树枝繁叶茂，像一把撑开
的绿伞，为人们遮挡夏天的烈日和冬天的雪花。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树顶上多了一个鸟窝，鸟窝里住
着一只小鸟。它长着大大的脑袋、尖尖的嘴巴、长长的爪
子，一身多彩的羽毛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亮，两只黑黑
的小眼睛滴溜溜乱转，真是又机灵又可爱。

每天清晨，这只小鸟就像定时闹钟一样，唱着清脆悦
耳的歌叫我起床；每天傍晚，小鸟又叽叽喳喳地飞回窝里，
和我一起做游戏。我每天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用小
米、大豆等粮食来喂小鸟，看着它悠闲地在我手掌上啄着
米，我心里别提有多兴奋啦！久而久之，我和小鸟成了非常
要好的朋友。

转眼间，秋天来了，小鸟不得不去南方过冬了。我依
依不舍地和小鸟挥手告别：“再见了，我的朋友！欢迎你随
时回来，咱俩继续做邻居！”

我的邻居
贵池区实验小学百荷分校202班 陈雨陈

指导老师：杨胜萍

秋姑娘带着一把金色的钥匙，悄悄地打开了秋的大
门。

秋姑娘抬头一看，只见一群大雁排着整齐的队伍往
南方飞去，时而排成“一”字，时而排成“人”字。蝉儿也停止
了美妙的歌唱，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

秋姑娘迈着轻盈的脚步来到了田野。金黄的麦子在风
中摇摆，好像在跳着欢快的舞蹈，远远看去，又像铺了一层
金黄的地毯。玉米举着红缨，开心地在风中唱起了《秋之
歌》。

秋姑娘来到了小路上，路边的桂花树散发出阵阵清香。
秋姑娘兴冲冲地继续往前走，看到了前面不远处有一群美丽
的“花蝴蝶”，走近一看，哈！原来是菊花仙子呢！这些菊花争
芳斗艳，有的像白玉，有的似水晶，有的金灿灿，有的红艳艳，
一朵朵，一簇簇，含苞的、初开的、怒放的、像一只只色彩斑斓
的蝴蝶，竟然把真蝴蝶也吸引来了，好不热闹！

秋姑娘又来到了果园，看！苹果穿上了红袍，葡萄披上
了紫袍。果园里的橘子和柿子熟了，像一个个红艳艳的大
灯笼。远处，平静的湖面像一面硕大的镜子，一群小鱼游过
来，湖面顿时荡起一道道波纹。

秋天真美啊！美在田野，美在小路，而最美的是果园，
那一片丰收的景象，是汗水浇灌出的累累硕果。我爱美丽
的秋天！

美丽的秋天
青阳县蓉城一小502班 黄佳怡

指导老师：周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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