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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之玫瑰
宁海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城南校区601班
许钊(证号2014660)
指导老师 杨象娟

秋风拂过百花丛中，蜂蝶仍在半空
中翩然起舞——初秋是花儿们的快乐时
光。这时，“群花之王”玫瑰便向人们尽情
地展示它艳丽的一面。

看那儿，一大片一大片的玫瑰，红
的、黄的、紫的、白的。红得似火，黄得如
金，紫得若烟，白得像雪。我最钟爱红玫
瑰。那红，既不像红富士苹果那样老气横
秋，也不像桃子那样粉嫩水灵，那是一种
十分大气而高雅的红，红得流畅，红得自
在。一阵风吹来，整园的玫瑰随风舞动，
恰似一个个五彩缤纷的小精灵，在向人
们问好，也似一波波由远及近的五彩浪
花，渐行渐远，向那望不到尽头的大海涌
去。

较之其他花儿，玫瑰更显高贵且高
冷。那一株株枝上，长了些许小刺，像是
在告诫人们：“高贵如我，谁敢动！”枝的
上方，正顶着花苞，花苞里，花粉微微散
开，似乎正给花瓣挠痒痒。不远处，成群
的玫瑰这儿一丛，那儿一簇，竞相媲美，
引来了许多蜜蜂和蝴蝶，也引得无数游
人拍照留存。

天阴沉沉的，像是被哪个调皮的小
孩子蒙上了一块幕布，水汽弥漫，似雨非
雨。一束束玫瑰在细雨中显得更加优雅
娇艳。玫瑰的颜色也随着天色渐暗，变成
了灰色和朱红两色混合。从山顶上看，雨
和花彼此融合，更显典雅。

玫瑰不仅颜色鲜明，姿态优雅，而
且用处甚多。听姐姐说，玫瑰花瓣可以
保护皮肤：先把玫瑰敷在脸上，摸上一
点面油，再搓一下，锁水效果十分好；听
妈妈说，将玫瑰放进热水里泡脚，对脚
部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听园林叔叔说，
玫瑰因其美艳，能够美化环境、净化空
气，更受市民的喜爱，但玫瑰并不因此
而沾沾自喜……

我爱玫瑰的五彩缤纷，爱它的艳丽
高贵，更爱它默默奉献、低调奢华之美！

秋韵
慈溪阳光实验学校203班
翁煜霆(证号2005733)

中秋·水乡月圆
慈溪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314班
黄诗茜(证号2005953) 指导老师 孙云

秋 天
秋天，总是那么猝不及

防。虽然还没到秋意正浓的
时候，但是微凉清爽的秋风
已经让人感受到秋天的到
来。秋天的美是成熟的，它不
像春那么羞涩，夏那么袒露，
冬那么内向。秋天，在小记者
的眼里是果园里一个个红彤
彤的小柿子；田野里，金灿灿
的稻子……

五彩缤纷的秋天
慈溪阳光实验学校401班
励宇栋(证号2005744)

在这个周末，我和爸爸一起去寻找
秋天。

我走进果园，一个个小柿子像一盏
盏红彤彤的小灯笼，对着我们微笑着，柿
子小姑娘害羞得涨红了脸，有些不好意
思。瞧！香蕉哥哥驾着一艘黄澄澄的小
船，正在向我们驶来，嘴上挂着糖果般的
笑意。

我走到田野里，金灿灿的稻子弯下
了腰，好像在向我们鞠躬，似在欢迎我们
的到来；火红火红的高粱笑弯了腰；金黄
金黄的玉米随着风朝着我们挥手。

我走进树林，常青树挥动着它碧绿的
叶子，仿佛在展示它旺盛的生命力。秋天
把黄色给了银杏树，黄黄的叶子像一把把
小扇子，扇哪扇哪，扇走了夏天的炎热。
它把红色给了枫树，红红的枫叶像一个个
小巴掌，拍啊拍啊，拍来了秋天的热闹。

秋天到处都是丰收的景象，我喜欢
这五彩缤纷的秋天。

乡间秋景
慈溪市附海镇中心小学603班
陈宁璐（证号2007464）
指导老师 刘月洪

麦子金黄，
豆子肥嫩。
天上鸟儿归巢，
地上人流返家。
竹中母鸡觅食，
水中鸭子戏水。
一幅幅美景，
构成黄金秋。

慈溪的秋
慈溪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601班
童战骁(证号2006004)
指导老师 徐佩霞

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
的；可是啊，慈溪的秋，却来得特别的快。

慈溪的秋，我也是很喜欢的，只是如同一
个调皮的孩子般，它总是让我有点猝不及防。
不经意间，草木凋了，空气润了，天的颜色淡
了，还会不时地下雨。晴天，也不那么热了，尤
其是在傍晚时分，让玩得大汗淋漓的我们不
一会儿就变得干干爽爽，于是大人们就喊着
让我们赶紧穿上外套，小心着凉。而我们却不
急不慌，指尖吊着外套，优哉游哉地在溢满桂
花清香的步道上漫步而行，享受着这份凉爽
和悠闲。

在慈溪这座小城里，每到秋天，我便要去
那峙山公园爬山。爬到山顶，迎着秋风呐喊，
心里那是无比的舒畅。峙山公园热闹得很，除
了爬山的，还有来散步的、跳舞的、练书法的
……放眼望去，处处都是欢声，处处都是笑
语。最惬意的莫过于坐在山腰上的亭子里喝
茶休息、谈天说地，聊到尽兴了，抬眼眺望远
方，整个小城里的景物尽收眼底。不过，在我
眼里，不论是陈旧的房子，还是那新建的大
厦，都及不上满街的落叶让人欣喜。奔跑在树
叶堆里，听着那嘎吱嘎吱的歌声，就算是正在
悲伤的人，都会变得愉快。

秋风乍起，满地的落叶、翩然起舞的景致
固然令人着迷，而淅淅沥沥的雨天又是另外
一番风情。这里的秋雨让我心生欢喜。在灰沉
沉的天底下，忽而吹来一阵凉风，便淅沥索罗
地下起雨来。雨点滴在石头上，落在房檐上，
由小变大，又由大变小，在静静的夜里，那声
音像轻快的音乐，又像动人的夜曲，让我欣然
入梦。

秋天，这南国的秋，是我心中最美丽的景
色。

秋天的雨
宁海县梅林中心小学502班
陆熙(证号2014802)
指导老师 陆熙

我喜爱春天的温柔，我喜爱夏天的炎
热，我喜爱冬天的寒冷，而我，更喜爱秋天的
雨。

秋天的雨像个精灵。一滴滴乘着云朵飞
落而下，在那五颜六色的雨伞上顽皮地蹦跳
着，随着人们的发梢悄然滑落。不一会儿，就
在地上聚积成或深或浅的水坑。不远处，汽
车的鸣笛声或长或短或急或缓地飘荡而来，
与闹着不歇的“嘀嗒”声应和着，俨然一篇秋
的乐章。雨滴打在窗户上，仿佛一串串晶莹
透亮的项链，丝丝的凉意从窗户的缝隙钻进
屋内，陶醉在这清爽的秋凉中，举目远眺，好
像无数根泛光的细丝，织起一张摇摆不定的
大网，轻柔地笼罩住整个世界。

秋天的雨，藏着非常好闻的气味。梨香
香的，菠萝甜甜的，还有苹果、橘子，好多好
多香甜的气味，都躲在小雨滴里呢！秋雨落
在香甜的水果上，使那一个个活泼可爱的
水果更加光彩照人。那红红的枫叶在秋雨
的抚摸下红得更鲜艳，更耀眼，更叫人喜
欢。

我爱你，秋天的雨，你永远都是那么美。

的 美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