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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用发现的眼眸，去寻找
大千世界中的美好。我喜欢在凝
眸一瞬，用心记录美好的感动。

当从天而降的雨，划过阑珊
的梧桐叶时，叶片便更加耀眼。
雨滴三三两两结伴而行，自由落
体时，与清风撞了个满怀，经过瓦
楞跳跃而起，顺势在屋檐上跳起
了舞蹈。渐渐地，雨愈下愈密，眼
前的世界被烟雨笼罩，更加漫漶
了。此时，我手执一盏香茗，轻轻
地呷了一口，茶的清香瞬间蔓延
到全身，夹杂着空气中的温润，心

情愈发宁静。
我更愿意在初春的清晨，侧耳

倾听雨的鸣奏曲，那点点凉意，漫
过光阴，漾在心底。天空中，漫无
目的的流云，飞速演绎着自己变幻
无穷的舞姿。我信手撷取一片，看
着棉花糖般柔软的云，想象着将它
咬在嘴里，会不会发出咬西瓜“咔
嚓咔嚓”的声音，会不会和西瓜一
般清甜沁人。

眼前，一大片农田，碧绿的叶
子，随风沙沙地吵闹着。此时，我
更愿意漫步在田垄上，即便是深一

脚浅一脚地走着，我还是小心翼
翼，生怕踩住了牵牛花的裙摆和蒲
公英亮黄色的花瓣儿。草的藤蔓
相互纠缠，好像嬉戏玩闹的小姑
娘，花瓣的笑靥，像透了胭脂口红
的少女，内心无比欣喜激动。

傍晚，太阳还恋恋不舍地在天空
释放着一抹橙黄的光亮，而月亮悄悄
地从东方微蓝的天空升起，就等夜幕
降临，散发自己迷人皎洁的光芒。我
循着月亮的方向，奔跑在街巷中，很
想从行道树茂密的枝叶缝隙里寻找
躲在天际的星星。但是最终我是耐

心用尽，却只悻悻而归。
看来，只能在梦的转角处，摘

一颗星，挂在床头，点亮孩童稚嫩
的心。

我愿意用发现的眼眸，去感受
生命中的点点滴滴。在大千世界
里留下我年轻好奇的足迹，顺着心
灵的指引，撷取梦中追寻的美。

教师点评：习作撷取了三个不
同的时间段，抓住了景物特点描绘
了自然之美，也抒发出观景后的思
想情感，语言唯美，感染力强。

指导老师董问博

追寻美好
西安滨河学校初2023届N1-4班 祝瑀轩

平凡的一生中，有着数不尽的
美好，就是一家人围坐一起吃一顿
饭，是战胜挫折后的开心，是与朋
友坐在星空下畅谈。

任何平凡的一生中，都会有值
得回味的美好。我的校园生活中，
就有许多值得人回味的美好。

坐在教室里，向窗外望去，校园
里白茫茫的一片。挺立的雪松苍劲
有力，显得生机勃勃。叽叽喳喳的鸟
雀，在雪地上落下肆意奔跑的身影。
我们每天的校园生活就是上课、下
课、写作业、读书，全是平淡无奇的事

情。饭后，我们有开心的笑声，喜悦
的笑脸，嬉闹的身影。站在雪地中，
抬头看去，雪花一片片地飘下来，落
在树上，掉在地上，融化在手心上。

在校园中，我们收获着知识就
是最美好的事。早晨的校园，充满
了琅琅读书声，那是少年们在为梦
想而努力；午间的校园，是学生们
沙沙的写字声，是少年们挥动手中
的笔，为自己的前程书写一条道
路；晚上的校园里，同学们努力思
考，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每天都
有刷不完的题和背不完的知识点，

但是这也是很美好的记忆。这是
我们为追逐幸福和未来在奠定坚
实的基础。“少年正是读书时”，正
值少年的我们本来就该学习。

在完成了一天的功课后，我们
回到宿舍，这也是一天中最美好最
惬意的时光。洗漱完，我们躺在床
上，脑海中回顾一天的学习生活。
在课余时间，我们奔跑、玩雪、聊
天，这都够让我们乐上一会儿了。

冬天的校园里银装素裹，美不
胜收。课余时，能打一会儿雪仗，
是平凡的一天中最美好的事了。

我们不顾寒冷，抓一把雪，揉一团
雪球向朋友扔去。欢笑中，躲避着
雪球的攻击，随手抓起雪球捏碎，
我们早就把寒冷抛之脑后了。

平凡中的美好，让我们变得更
开心，人生更充实。在书声琅琅的
校园生活中，也有太多太多精彩的
瞬间。让我们乐在其间，让我们也
变得更充实，更开心，更幸福。

教师点评：取材身边最为平常
的校园生活，都被小作者描述得有
声有色，情景交融，富有情趣，语言
通俗但不失风趣。指导老师余娟

平凡中的美好
商洛市丹凤县庾岭中学七年级（1）班魏茜楠

时光点染着树上叶子，黄了又
绿，绿了又黄。转眼间，高三的旅
程也只剩下最后的日子。越来越
能理解村上春树的名言——曾经
以为走不出的日子，现在都回不去
了。平常虽不是很在意，但要真正
安静地想想，也不免感伤起来。

进入高中，已不知听到多少次
“时间过得真快”的感慨。时间如
同离弦的箭，从每个人身边飞过，
进入高三更是如此。

还清晰记得学考前的大会，校
长激情地演讲。那时，想着离高考
还有一年，但转眼工夫，离高考也
只剩下不到 100天。焦急与焦虑

在我心中并进，不安与害怕也在我
心中蔓延滋生。

然而，我发现我并不是孤军奋
战。我有家人的支持。

从呱呱坠地到牙牙学语，从蹒
跚学步到背上书包,从满脸稚嫩到
成熟坚毅，家是我的避风港，家人
是我最坚实的后盾。为人父母，每
个人都是第一次，父母或许有做错
的地方，但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
始终不变，对孩子的爱始终如一。
家人一直支持着我，守护着我。

我还有老师的鼓励。讲台上
老师的演讲，如同三月的春风，拂去
我心中的阴霾，驱散我心中的迷雾。

记得两年前的一个烈日里，老
师携着我们的手走进校园；而如
今，又将在骄阳似火的六月，目送
我们走向更遥远的未来。老师一
如既往地鼓励我们，引领我们。

我还有同学的陪伴。时间在
变，不变的是同学深厚的友谊。环
境在变，不变的是同学拼搏的精神。

从走进学校开始军训到徒步
春光，从篮球赛到运动会，每一步
都是青春的印记，每一天都是青春
的乐章，每一次欢呼都是青春的奏
唱。我们不知道走过多少日夜，绕
着操场不知跑过了多少圈，时间见
证了同学们的友情，时间也沉淀了

我们的友情。多少次，与同学一起
呐喊班级口号，我只觉得内心充满
力量。多少个日子，我们不畏风
雨，携手共进。

我内心的不安，随着一声声响
遏行云的呐喊声烟消云散。我内
心如同阳光普照，也充满力量。我
会带着家长的期望，伴着老师的鼓
励，携起同学的手呐喊着，迎着骄
阳奔赴盛夏。

教师点评：小作者用朴实的语
言，回忆过往，展望将来，让高中三
年成为自己一生最难忘的回忆。

指导老师 翁劲松

迎着骄阳奔跑
西安铁一中陆港中学高2023届S7班 徐梓辉

阅尽千好，弗若温情；看遍风
景，最爱吾家。我家虽然只是过着
简单的柴米油盐生活，但却浸润在
无限的书海暖意之中。

书香润泽醉暖意。在我家，无论
是书架还是桌上，无论是枕边还是沙
发，甚至连卫生间都有书的身影。妈
妈常笑称我家是“‘三一’家庭”，一堆
书，一家人，一屋情。在读书中，我们
敞开心扉，共谈诗歌之美。水中月，
镜中花，鬓角雪，梦里人；在读书中，
我们笑赞春秋，共论四季之神妙：迎

春喜，看繁花，赏秋景，览雪霜。晚风
起，残霞坠，一家人坐在一起，人手一
书。任时间飞逝，爱意定格在无言，
唯有书香萦绕。

陶醉心灵竟然忘食。窗外曾
是秋高气爽，桂花飘香，鸟儿唱
歌。小朋友的欢笑声惹得我心神
不定，但还是被书架上的书所吸
引。取下《山海经》，抚摸过光滑漂
亮的封面后，又坐在书桌旁如饥似
渴的读起来。那书中不畏艰险的
女娲、追求“光和热”的夸父、善良

勇敢的涂山氏人物形象，令我无限
的遐想与沉思，时而哈哈大笑，时
而默默流泪，时而紧攥拳头……

正在入迷时，妈妈喊道：“快
来，吃饭啦！”我摆了摆手：“你和爸
爸先吃，让我把这部分看完吧！”便
又津津有味地看起来，将吃饭的事
都忘得一干二净。

在爸妈的熏陶下，久而久之我
也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书虫”。
用书的知识填充着自己脑海中那洁
白无瑕的空间。长期的潜移默化，

我不仅更加喜欢读书，而且还对写
作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鸟鸣清脆，风过林梢，载不尽
爸妈的温情暖意。我爱我家，让我
有了诗意的生活，更有了诗意的心
灵。我们一家人撷着诗意与温暖，
展翅远方。

教师点评：习作语言优美自
然，结构简洁紧凑，将小作者爱家
的缘由写得活灵活现，主题突出，
首尾呼应，颇有深意。

指导老师 温拂柳

我爱我家
西安高新一中初中校区2025届B4班 王玥璇

列车一路向前，路旁的景物就
像一张张精美的相片，在车窗里跳
动。我喜欢在旅游的途中收集美好
的碎片，让如水流逝的时光将其拼
凑成值得珍藏的记忆。

我第一次出国旅行，是去新加
坡，在偌大的机场里，我和家人正静
静地等待航班。我瞪大眼睛看着周
围陌生的一切，心中难免有点不
安。这时，一位金发碧眼的小女孩
跑到我身边，递给我一幅涂鸦，画中
的我低着头，专注地阅读着手中的
书籍。她轻轻拉住我的手，温柔的
笑容像春风中彩色的羽毛，将我初
次出国时的紧张消除得干干净净。
阳光洒进候机室，点亮了那个温暖
的下午。

我们一起画画，打发着漫长的
时光。虽然彼此语言不通，但我们
用孩童清澈的眼神和纯真的笑脸打
破了国籍的界限。后来，我们走进
了不同的航班，飞机起飞时，透过窗
户，跨过大洋彼岸的温暖深深地珍
藏在我的记忆里。

落地后，机场街边灯火通明。
深沉的夜晚低垂双眼，温柔地抚
摸着交错的街道，这里的空气夹
杂着海风的清润和草木的清香，
路边的热带植物伸展着阔大的叶
片，将低矮的房屋映照得绿意盎
然，生机勃勃。

一整天，我辗转于各种交通工
具之间，疲惫的无心欣赏美景，急急
忙忙向酒店走去。一路的奔波和晕
机，让我脚下发软，差点瘫坐在地。
前台的姐姐连忙来搀扶我，为我泡
了一杯花茶，又跑到旁边的餐厅为
我拿来一些糖果。异乡的夜晚，我
找到了家的感觉。

次日清晨，我专程去感谢帮助
我的前台姐姐，姐姐连连摆手说：

“我只是帮助了困境中的你，并不需
要你的回报！”我突然想到了什么，
急忙跑向便利店。很快，我提着几
包糖果放在桌子上，在外包装上工
工整整地写下“来自中国的温暖”，
并将它放在显眼的位置。然后说：

“如果有人出现了低血糖，这包糖果
是我唯一能给予他的温暖。”

前台的工作人员纷纷为我的行
为点赞，只有我自己知道，是姐姐昨
天那个甜蜜的微笑，治愈了我一路
上的疲惫与苦闷。像一罐蜂蜜，值
得我珍藏成记忆来慢慢冲泡。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一路
上给我力量的是一个又一个值得珍
藏的记忆。是微笑，是晚风，是一包
时机正好的糖果。闭上眼，记忆的
海，始终涌现淡淡的芬芳。

教师点评：小作者通过一个个
画面感极强的场景描写，将读者
带入文中，用诗一般的语言让读
者感受到无限的温暖与感动。这
些珍贵的记忆，温暖了作者，也温
暖了读者。 指导老师 张民

值得珍藏的记忆
西安辅轮中学八年级宏志部

RJ班杨涵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