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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人家，无论什么时候，都有一
道独特、迷人的风景。

清晨，是一天的开始，充满了蓬勃
的朝气。太阳缓缓地升起，辛勤的农民
开始了一天忙碌的工作。他们扛起锄
头走进田里，碧绿的幼苗在他们辛勤的
培育下，长出金黄金黄的稻穗，正在晨
风中舞蹈呢！

妇女们一早起床就开始了一天的
家务，洗衣服做饭，清扫房屋，到了农忙
季节，她们还要忙着煮点心，在炎热的
太阳底下翻晒稻子。她们的皮肤晒得
黝黑，脸上却露出灿烂的笑容。

一阵微风吹来，风里带来些新翻的
泥土的气息，混着些青草的香味和各种

花的香，还夹杂些果实的甜，在微微湿润
的空气里酝酿。我轻轻地吸一口空气，
香喷喷的，甜丝丝的。我发现自己已经
身处一片绿色的“海洋”里了，一片庄稼
的海洋。这片镶嵌着露珠的绿在阳光的
照耀下散发出耀眼的光芒，她在微风中
摆弄着婀娜的身姿，翩翩舞动了起来。

春天的乡村一片欣欣向荣的景
色。人们脱掉了厚厚的棉衣，换上了春
装。小溪正欢快地流淌着，还唱起了动
听的歌曲。溪里，可爱的鸭子在欢快地
嬉戏游玩。草地上，有梨花、桃花……
它们散发着香味，那样的自然。孩子们
经常来这里踢足球、做游戏，简直就是
一个天然的运动场。一场春雨过后，

到竹林里走走，你会看到笋子成群地从
土里探出头来。

夏天的乡村是热闹的。中午，太阳
炙烤着大地，小花小草都热得耷拉着脑
袋，只有蝉和蟋蟀还在悠闲自得地唱着
自己最拿手的歌。到了傍晚，火烧云上
来了，火烧云好像一个法力无边的魔法
师，变幻多端，一会儿变成一匹奔腾的
骏马，一会儿变成了一头坚硬无比的石
狮子，一会儿又变成了可爱的白兔……
让人看得目不暇接。天渐渐暗下来了，
火烧云也消失了，这时天上冒出了缕缕
炊烟。

秋天的乡村是繁忙的。家家户户
都忙着收割庄稼呢。田野中散发着迷

人的芳香。随处可见收割庄稼的农民
伯伯，豆大的汗珠顺着他们被晒的黝黑
的脸庞上流淌过，湿透了衣裳。

冬天的乡村是寂静的。冬天让人瑟
瑟，而在乡村，它是如此的美丽。乡野中
到处是群山，远远望去那山被雪给盖住
了。原来翠绿的小草干枯了，还披上了
一件雪白的棉袄，等待着春天再发芽
……一片圣洁。山上充满神秘之感，似
乎装满了冬天的神话。唯有松树还苍翠
欲滴，它站得笔直笔直的，像一位士兵。

乡村的空气，是那样的清新;乡村
的水，是那样的甘甜;乡村的景色，是那
样美丽。我爱乡村！爱这如诗如画的
乡村！

做厉行节约的好少年
□碧阳小学小记者站 程吉畅

乡村之美 如诗如画
□阊江小学小记者站 宋陈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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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新教育小记者站 郭亦江 指导老师：吴艳斌

我最喜欢看沈石溪的动物系列小
说了。小说里，各种各样的动物就像
一个个真实的人物，有着真实的情感，
每次看完都让我感动。这不，上周末
妈妈给我买了一本沈石溪写的《虎女
蒲公英》，拿到手我便迫不及待地读了
起来。

“蒲公英”是一只雌老虎，她是主
人从蟒蛇口中救出的一只小虎崽。从
那之后，主人便和虎崽“蒲公英”生活
在一起，并把蒲公英当做自己的女儿
一样疼爱。

主人不但细心喂养她，还教授她
作为老虎应该拥有的生存技能。蒲公
英很聪明也很淘气，主人像父亲一样
爱着她，包容她。

蒲公英还很勇敢。有一天，主人
在收割香蕉时被四头大象围攻，情况
非常危急。这时，机智的蒲公英奔向
母象和幼崽，分散了大象们的注意力，
成功救下了主人。

后来，蒲公英长大了，她想念森
林，想念自己真正的家。主人也迫
于村民的压力把她送到森林。在蒲
公英回归森林的时候，她去了羊蹄
甲草滩，花了一天一夜的时间给主
人捕捉了一头公马鹿。“滴水之恩当
涌泉相报”，蒲公英的这一做法让我
深深感动了！

是的，动物是人类的朋友，只要对它
们付出爱心，就一定会得到爱的回报。

指导老师：方筱筱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美德，可是，我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发现
了许多不勤俭节约的现象。饭店里，

“清盘行动”还未真正付诸行动；学校
里，有时候晴朗的白天，教室里的灯还
亮着；卫生间里，有的同学洗完了手水
龙头没有关紧，浪费了许多水；有的人
水性笔用完了，不是换一只笔芯，而是
连笔套一起扔了……这样做既不节约
又不环保。

妈妈常跟我说：“奢者富而不足，
俭者贫而有余。”我一直铭记着妈妈

的教诲，在家里，爸爸妈妈总是教育我
要从生活中的小事做起，厉行节约。
我们洗好脸的水用来拖地，洗过米的
水用来浇花，旧挂历保存下来包书皮，
每学期结束，我就把一些练习本后面
没写完的空白纸撕下来，装订在一起，
做草稿本……

记得有一次，妈妈在整理旧衣服的
时候，发现我小时候穿过的一条牛仔
裙。这条裙子很漂亮，而且一点都没有
破损。妈妈拿着裙子说：“这么好的裙
子，又不能穿，扔了怪可惜的。”我站在

妈妈身边，灵机一动，说：“妈妈，不如把
这条裙子改造一下，做个有用的东西
吧。”妈妈高兴地说：“好主意，我看做个
围裙就不错。”于是我帮妈妈拿来剪刀、
针线。妈妈先把裙子上的小配饰剪下
来，然后把裙子剪成两半，再缝上两根
带子。不一会，一条小巧漂亮的围裙

“诞生”了。后来，我也学妈妈的样子，
用一些旧衣服给我的芭比娃娃做过好
多衣服呢！

我家虽然厉行节约，但仔细观察一
下，还是有许多地方做得不够好。电

脑、电灯不用的时候总是忘记关掉；零
食、水果买多了，吃不掉，造成浪费；吃
不完的饭菜总是扔进垃圾桶等。

《朱子治家格言》里讲道 :“一粥一
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
力维艰。”我们应该从身边的一件件小
事做起，节约每一滴水、每一粒米
饭、每一张纸……发扬中华民
族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
传统美德，做厉行节约的
好少年。

指导老师：柯连芬

《虎女蒲公英》读后感
□新教育学校小记者站 方雨晨

雨过天晴
□甘棠中心学校小记者站 徐旸旸

王老师，40 岁左右，衣着朴素大
方，有一张胖乎乎的脸，眼睛小但很有
神。虽然王老师貌不惊人，但第一次见
面，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天早上，同学们听说新老师来
了，都异常兴奋且非常期待。还没有
打上课铃，王老师走进教室了，我们议
论纷纷:“这老师怎么提前上课啊！”老

师听见我们说这说那，重重地拍了一
下桌子，我们都被吓了一跳，心想这学
期可要遭殃了，摊上一个这么凶的老
师。刚上王老师的数学课的时候，大
家的神经绷得紧紧的，生怕有一丝闪
失。

可是几天下来，我发现王老师虽然
严厉，可非常幽默。讲应用题时，他发

现某个同学在做小动作，就会突然点他
的名字，说一些有趣的话，逗得全班哈
哈大笑。讲计算题时，他会先出几个简
单的计算题，然后说:“这么简单的题目
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会算，如果你们算不
对，那我劝你先去幼儿园学几年。”说完
又引来一片笑声。

王老师说他以前是当警察的。难

怪眼睛这么尖！有一次自习课，我的同
桌在抽屉里玩起了“地道战”，我被他给
吸引了，跟着看了起来，没想到一下就
被王老师看到了。我抬头一看，发现王
老师严厉的目光正看着我，我的脸红
了，立马拿起书看了起来。

这就是我们的王老师，一个严厉又
幽默的老师！

我们的王老师
□新安小学小记者站 张晶晶

远方的你，还好吗？
——给远在“意”乡的小荷姐姐一封信

□碧阳初中小记者站 尚雨桐

《中国蓝盔》观后感
□宏村学校小记者站 刘彦芊

风雨渐渐停了，
乌云也慢慢退去，

太阳又露出了笑脸。

小鸟立刻飞出了巢穴，
把正在沐浴的小虫子都吓回了家。

孩子们更像脱缰的野马一样，
冲出屋子来到草地上踩水坑。

灿烂的阳光透过雨水，
悄悄地画出了一条彩虹，

从天空的这头连到了那头，
就像一座色彩斑斓的滑滑梯，
叫孩子们去那上面做游戏。

妈妈错怪了我
□海阳二小小记者站 张梦涵

生活中许多事情妈妈都错怪了我，因为我是小孩，她是大人，有
时三观不合，所以就容易有误解。此时此刻，我要写一首诗，来表达
无数个“妈妈错怪了我”：

妈妈，其实我想大声对你说：
有的时候其实你真错怪我了，

当我写作文时抓耳挠腮，
那是我真的不会啦！

所以妈妈请你别错怪我啦！

妈妈，其实我想大声对你说：
有的时候其实你真错怪我了，
当我考试没考满分的时候，

那时我真的很用心啦!
所以妈妈请你别错怪我啦！

妈妈，其实我想大声对你说：
有的时候其实你真错怪我了，

当我调皮捣蛋的时候，
那时我真的只是露出了孩子的天性呀！

所以妈妈请你别错怪我啦！

妈妈，其实我想大声对你说：
有的时候其实你真错怪我了，
当我不想吃白煮蛋的时候，

那时真的只是不合我胃口呀！
所以妈妈请你别错怪我啦！

妈妈，其实我想大声对你说：
有的时候其实你真错怪我了，

当我把衣服弄成一个“大花猫”，
那时我真的很小心啦！

所以妈妈请你别错怪我啦！

妈妈，其实我想大声对你说：
有的时候其实你真错怪我了，

当我胡吃海喝的时候，
那时真的只是馋猫跑出来啦！
所以妈妈请你别错怪我啦！

哈哈，亲爱的小伙伴们，这首诗是不是也道出了你们的心声呢？
然而，天下的妈妈都一样，她们这样的错怪其实是对我们的爱和关心！

指导老师：王莹莹

近日，我观看了影片《中国蓝盔》。
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中国维和部队

官兵在非洲严格履行联合国赋予的使
命，派出了以“兵王”杜峰为首的作战
小组，冒着生命危险，从恐怖分子手中
救出联合国调查组，彻底消灭了恐怖
分子团伙，维护了难民的生活秩序，保
障了难民的生活权益。

看过电影，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
静：这些恐怖分子真可恶，他们为了
自己的私欲，发动了枪杀、爆炸、抢
劫，让非洲无数的百姓倒在血泊中，
就连那些无辜的小孩子和妇女也不

能幸免于难。幸好有中国维和部队
的官兵前去营救他们，他们不怕苦，
不怕累，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
被维和部队战士不畏艰辛、舍生忘死
的品质感动了。

影片中“我们不是生活在和平的
年代，而是生活在和平的国家”这一句
话也深深地打动了我。是呀，中国的
和平是无数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
的。作为一名小学生，我现在就要好
好学习，做一个热爱祖国的人。长大
后，力争为祖国的和平富强做出一点
贡献。 指导老师：方海玉

亲爱的小荷姐姐：你好！
黟县西递的油菜花开了，大片大片的，如“满城尽带黄金甲”。山

上的樱花树、桃树都开满了花，赶趟儿似的，大自然为西递绘出了一
幅独特的水墨画。我们这儿的春天已经到来，不知道地中海沿岸的
意大利又是怎样一番景象呢？

我特别喜欢意大利，那是一个神奇的美丽国度，有劲道的意大利
面、炫酷的跑车、壮观的古罗马斗兽场……远在意大利的你，还好
吗？美丽的意大利被新冠病毒侵蚀着，我很为你担心。新型冠状病
毒十分可怕，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勤洗手，戴口罩，多通风，少聚集。

中国人民都非常担忧意大利人民及华侨、留学生的安全与健康，
中国政府已经派出专家和医疗队，还有防护物资支援意大利了，所以
不要害怕。相信两国人民众志成城，定能将病毒赶出伦巴第，赶出意
大利，赶出地球！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目前，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不
再猖狂肆虐，武大的樱花已争奇斗艳，热干面飘出了缕缕醇香，长江
二桥也恢复了往日的车水马龙。这是白衣战士的功劳——无数的白
衣战士驰援武汉，不论生死，不计报酬，坚守在疫情前线，有的甚至献
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为他们感动，为他们而骄傲，为他们自豪！

现在我宅在家里，对着电脑上网课，不知怎么的，特别想念校园
生活，想念课堂上的妙趣横生，想念同学之间的互帮互助，想念教室，
老师和同学们。不知道意大利的孩子们是不是也在上网课呢？

小荷姐姐，一定要保护好你自己呀！
我多么希望病毒早点被赶出神州大地，赶出地球！现在，我已经

看见了希望。
愿地球上的人们能早日摘下口罩，露出灿烂的笑脸！
愿世界上的所有人，身体健康，平安无事！

十分想念你的：尚雨桐
2020年 3月 22日

指导老师：王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