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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的动物
何毅恩 六年级

	 我最喜欢的动物是中国的国

宝，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形象大使

和世界上最可爱的动物——大

熊猫。我喜欢他的原因是因为他

们非常聪明可爱，	而且也像我一

样，喜欢偷懒睡觉。

	 熊猫是个又可爱又聪明的动

物。他的两个圆圆黑眼睛看起来

好像天上闪闪的星星一样明亮。

他身体是黑白分明的颜色，让人

看到后非常想给他一个拥抱，很

想摸摸它软软的绒毛。熊猫是个

濒临绝种的动物，数量一直在减

少，全世界熊猫不足1600只了。

熊猫是个喜欢吃竹子的动物，但

是，偶尔他也会吃肉。他吃的肉

食是竹林老鼠，一种很小的老

鼠。熊猫常常会在树上爬，和熊

猫伙伴一起玩，	好像在玩捉迷藏

一样。它们也喜欢在河边洗澡，

每天都很开心。

	 熊猫是一个非常聪明可爱

的动物，我希望以后去中国的时

候，我可以看到很多熊猫不再濒

临绝了。

龙与魔王
林泽延，林泽阳 七年级

	 从前有一个和平的小村庄坐

落在一个小山谷里，而龙便是住

在这个小村庄里。那是一个十分

和平的村庄，各种各样的动物居

住在这里，村民们都十分淳朴，

善良。鹰、狮子和凤凰他们几个

都是龙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

和平村里没有纷争，所有人都十

分的友好，是个与世无争的好地

方。

	 龙和他的朋友们每天都过

着惬意又和平的日常。但是有一

天，一个魔王的突然到访打破了

村庄的平静。魔王无恶不作，它

把房子烧掉，它抢走了财产，它

夺走了所有的食物。魔王最喜欢

看别人绝望的面目，每天都已欺

压村民们为乐。龙和他的朋友们

看不过魔王如此作恶，他们想要

赶走魔王，所以他们聚在一起商

量办法。狮子说：“我在曾经听村

里的老人说过有一个知识渊博

的女巫，她能解答世界上一切的

问题，但是她设下了两个挑战给

来访者。”龙听了笑着说：“那我

们在等什么啊？赶紧出发吧！

我们四个在一起所有的挑战都

能轻易解决。”鹰和凤凰连忙问

道：“对呀！对呀！那个巫女住

在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找她？”

狮子摇了摇头叹气，道：“我们怕

是没那么容易找到她，据说女巫

她在无尽沙漠里建立了一个迷

宫，她就住在迷宫里等待来访

者。”“啊！无尽沙漠！”动物们

吃惊不已，“那里可是全大陆最

危险的地方，旅行者一不小心进

去就很难再走出来了。”但只有

找到女巫，才能知道把魔王赶走

的方法。龙便与他的朋友们踏上

了寻找女巫的旅程。

	 他们现在需要找第一个挑

战了，鹰说：“我记得长老说过

第一个挑战是在一望无际的

大沙漠里，沙漠里有一个大迷

宫。”“啊？可是我听说沙漠特别

热的呢！”龙不开心的说。可是

他们还是要往沙漠走。他们一边

走一边聊，狮子突然说：“你们

看！前面就是无尽沙漠了！”

果然前面就是沙漠，凤凰警告

热爱梵高
珍妮

	 周 末 不 远 几 十 哩 去

Bethlehem	看《Loving	Vincent》。

小剧场，七八个人，虽不符合我

恨不得人人都来追剧的心理，但

也成全了我可以坐在最后一排

安安静静地入戏。

	 去年夏天我一拍脑袋去了

巴黎，奥赛博物馆自然是必去之

地。说老实话，去奥赛之前，除了

对梵高的画的用色印象深刻，我

一直没有能真正欣赏过梵高的

作品。

	 在奥赛，看完一圈古典和印

象派的作品之后，我在“星空”前

停了下来，一站很久。如果说古

典派系作品的妙处还可以在网

络和画册上一窥端倪的话，梵高

的油画必须亲临。

	 没有受到很多正规的学院

教育也许成全了梵高。他不受传

统规范的限制，凭天才的、刀劈

斧砍一般的激情在他的作品里

左冲右突，创造着最原始的生命

力，也让我在他的画前拾取同样

的感动。

	 二十公分以内，我可以很清

楚地看到梵高的笔触和油彩的

质感。我想象他在创作的时候应

该有些不由分说，因为有一种积

蓄的情绪象火山喷岩一样的来

不及要爆发！那些色块上突兀

的拐弯是不是他的手指因为过

于激动而导致的颤抖？受一种

强烈的冲动驱使，甚至来不及细

细去调色，他把高纯度的颜色用

色块、点和旋涡的笔法往画布上

面抹。梵高的星星不是遥远的、

安静的，而是象火焰一样闪亮着

直逼眼前；他的树像燃烧着的火

把；他的天空旋转着正要离开，

看久了令人感觉要被一起卷进

去带走。与游离、躁动形成强烈

对比的是底部的村庄，平直粗短

的线条很有稳定性，还有星星点

点的黄色灯火，有安抚人心的宁

静和温暖。

	 看完电影回来，我把以前写

得半生不熟的一首《金缕曲》重

改了一下：

咫尺须沉醉。

粟罂红，麦栊鸦黑，普罗鸢紫，

葵蕊老黄斜阳里，

星影罗河旖旎。

几蹉跎，幽怀新技。

漫付锦心于彩笔，

苦世间难得真知己。

不得意，志难遂。

浮生若梦何时已。

再回头，盛名悄至，卖行高利。

哀痛功成凋零后，

水过留痕徒尔。

月明夜，一般旧地，

难问多情何处去？

看繁星犹照人不寐。

谁与诉，掬清泪。

雪
邹易

	 余自幼居齐，儿时尝见雪，

后益少。

	 余固畏寒，然甚喜雪。

	 其纷纷而飘缈，袅袅而婀

娜，妙妙漫漫，婆婆娑娑。近观灵

动而蒙胧，远望寂静而辽远。

	 余喜雪，赠其三字，一曰蛮、

二曰俏、三曰洁。

	 蛮者，无理也。御风乘势	，占

田霸地，履屋侵道，裹树埋车，无

隙不入，其情洋洋者矣，非霸气

不足喻也。如爱似情，不能自己。

俏者，娇也。美且丽、透而灵，高

枝俏立，落地晶莹，衬红托绿，掩

丑抚平，不畏不惧，虽难且行。

洁者，自处也。本自大地，锻于九

宵，百暴千寒，成于万刀，虽百千

姿者不改其质，纵千万里遥不易

其志。

	 其姿俏，其势蛮，其志洁。此

余之谓雪也。雪之为雪，物也。人

之谓雪，情也。感之。

儿时味道
古月苍松

	 人活在这世上，忙忙碌碌，

其实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为嘴

忙活，不是说民以食为天吗？一

顿饭准备的时间长而吃的时间

短，吃完后还得洗碗刷盘，挺麻

烦的，当然下馆子，这些麻烦自

然就都没了，剩下的全是欢乐

了。

	 小的时候很馋，虽然没啥油

水，但赶上一顿带油水的总是吃

得很香。记得冬天的时候父亲就

爱做腌菜豆腐火锅，满满的一火

锅腌菜加豆腐，还放点辣椒，烧

的是木炭，等锅开了，父亲一揭

盖子，热气就冲天而起，满室生

香，嫩嫩的豆腐，咬在嘴里，带

着咸菜和辣椒，拌上米饭，可以

酣畅淋漓地吃，常常吃得满头大

汗，我也一直深信不疑：这腌菜

豆腐火锅的儿时味道就是这世

上最好的味道。

	 老家有一个半亩地的菜园

子，里面种满了各式的蔬菜，到

春天的时候，可吃的蔬菜种类很

多，我最爱吃的是刚摘的四季

豆，青青的豆角，加上油一炒，吃

起来嫩而脆，还带着一点点的甜

味，同样的四季豆后来就再也没

吃到过，只能在内心里追忆了。

还有尖辣椒，新鲜地摘下来，父

亲会用油在加上多量的酱油爆

炒，特别下饭，配着它我能满满

吃上两大碗米饭。还有新摘下来

的毛豆炒上尖椒，也是我的最爱

之一。我家的后院全中的香椿

树，每到春天的时候就发芽，父

亲就把嫩芽摘下，炒上家里鸡下

的鸡蛋，黄黄带白的炒鸡蛋裹着

嫩嫩的香椿芽，我哆哩哆嗦、命

悬一线地吃着，仿佛这样吃才

能最体现它的香味。然而最最香

美的还是母亲干豆角烧肉，很少

能吃上，但真的能吃上一次一定

有销魂的感觉，这干豆角烧肉的

儿时味道可以反复回味，愈久弥

香。

	 离开老家后，就很难吃上这

么香的饭菜，有一两次，在老朋

友家，从老家托人捎来的菜似乎

能吃到过去的一点点影子，然而

也仅仅是一点点影子而已。有时

候在外面吃饭，面对满桌的鸡鸭

鱼肉山珍海味，却提不起一点食

欲，吃在嘴里也如同嚼腊，没有

一丝香的感觉，我常常感叹：这

辈子还能吃出儿时的那种味道

吗？

	 有一次，吃得还真不错，满

桌子的菜都是儿时味道，有腌菜

豆腐火锅，有炒四季豆，有炒毛

豆，有酱油炒尖椒，当然还有干

豆角烧肉，总之，可口的都聚齐

了，但准备了很长时间，一家人

忙里忙外的，饿得人几乎要昏

厥，终于都上齐了，我迫不及待，

卷起袖子就狼吞虎咽起来，吃得

正香呢，旁边的贤妻不干了，狠

狠踹了我一脚:	“大半夜的，不好

好睡觉，折腾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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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朋友们：“要小心哦！沙漠

里大概没有水。”“我们知道了。”

龙回答。他们靠近沙漠时看到

一个路标上写的：“要是你想要

找到沙漠迷宫，跟着夕阳走。”鹰

好奇的说：“夕阳？可是还是中

午呀！”“不对不对！夕阳的意

思是西边！我们往西走就可以

啦。”他们就向西方出发了，不久

后,他们看到沙漠迷宫了。他们

走到迷宫前发现迷宫有一个守

护者。守护者说：“高高个儿一身

青，金黄圆脸喜盈盈，天天对着

太阳笑，结的果实数不清。要是

你们知道谜语的答案，就能懂怎

么找到第二个挑战的地点。”龙

和朋友们很快就想出了谜面的

答案，他们进入了迷宫。

	 于是，他们穿过迷宫的中间

找到第二个挑战的入口。龙和他

的朋友们走到了一个伸手不见

五指的大森林，大家走每一步都

可以感觉到有千千万万的眼睛

盯着它们。狮子就说了：“你们看

那里有一面镜子，看起来像有法

力。”每个人都走过去照了一下

镜子。突然镜子说话：“你们如果

想要得到下一个线索，我就得需

要考一考你们的勇气。”“好的，

但是要怎么做？”镜子又说了：

“只要看着我，你们就会看见你

们内心的恐惧。”龙看到了它爱

的人死了，凤凰看到了它在水里

淹死了，狮子什么也没看到因为

狮子的恐惧是黑暗，鹰却看到了

它自己被猎人射死。龙克服了它

的挑战是去救它们，凤凰克服了

他的挑战是学会怎么游泳，鹰克

服了它的挑战是怎样飞能逃避

猎人的箭。然后它们逃出了幻觉

世界，镜子说：“恭喜你们，成功

进入下一关。”

	 镜子说完话就消失不见了，

周围的所有事物也跟着消失不

见了，只留下一片黑暗。当龙和

他的朋友们对这突然的黑暗感

到不解时，黑暗中突然出现了一

点亮光，经接着越来越多的光亮

起，那些光组成了星空，照亮了

黑暗。“嘿，勇敢的探险者们，恭

喜你们通过了挑战！”一道声音

响起，龙和他的朋友们在四处寻

找那到声音的来源。星星们连在

了一起，逐渐出现了一个人的影

像，女巫微笑着，道：“作为你们

勇敢闯过迷宫的奖励，我可以回

答你们一个问题，那么现在，请

提出你们的问题吧!”龙听了急忙

的问：“尊敬的女巫，我们的村庄

现在正在被魔王欺压，我们想要

赶走他，您能告诉我们，我们该

怎么做吗？”女巫手中的魔杖画

了一个圈，圈中出现了魔王欺压

村民的画面，女巫摇了摇头，叹

气：“西斯比尔还是不知悔改，这

次竟让欺压普通人。”说罢女巫

挥动手中的魔杖，一颗星星变成

了项链挂到了龙的脖子上，“这

条项链就是答案，你们只需要将

这条项链带到魔王的面前，问题

便会解决。”女巫挥了挥魔杖，一

条道路出现“现在，沿着这条赶

紧回去吧，你们的村庄正等着你

们去拯救。”

	 那条路直接通向村庄，龙

和他的朋友们直接冲向了北魔

王霸占的洞穴，他们朝着洞穴

里面大声喊道：“嘿！魔王！

女 巫 让 我 们 带 了 一 件 礼 物 给

你！”“吼！！！！”一声大吼

从穴内传出，经接着魔王出现

了，“愚蠢的龙啊，你和你的朋友

们将会为打扰我午睡而付出代

价！”“哼！那么你先看看这是

什么！”龙摘下项链，朝着魔王

扔去，项链在魔王面前定格住，

发出了光，传来了女巫的声音，

“西斯比尔，你又出来作恶了，

为了惩罚你，这一百年，你将失

去所有魔力，并变成一只普通

的大黑狗留在这个村庄里，希

望这百年能好好的磨一磨你的

性子。”“不！不！你不能这么

做！”魔王惊恐的大喊道，但女

巫的话又岂能改变。

	 就这样小村庄又恢复了

往日的和平，唯一的不同便是多

了一只傲慢的大黑狗，但不急，

他有百年的时间来好好地磨他

的性子。

冬天
孙博 八年级

	 冬天悄悄地来到了人间。

寒冷的天气来临，使人瑟瑟发

抖。天空中开始飘起雪花来。在

茫茫大雪中，可以看到几只大鹿

带着小鹿奔跑在田野里。过了一

小会儿，它们又跑进森林。在冬

天，也就能看见鹿了。大雁已经

飞到南方去，许多昆虫都结束了

生命，还有一些动物进入冬眠，

直到春天才会苏醒。

	 冬天，田野里的植物早已

丰收，只剩下横七竖八的秸秆。

大雪把仅剩的这点秋天的痕迹

也覆盖了。不知为什么，下雪时

总能看见鹿徘徊着寻找食物。有

时，它们在田野里可以找到一些

充饥。

	 冬天，树的叶子落光了，

就剩下光秃秃的树干。草也变得

金黄，只能透露出一丝绿色的痕

迹。这种景色，给人一种荒凉的

感觉。大雪中，好像生命的痕迹

都消失了。

	 冬天，白皑皑的大雪给大

地盖上了棉被，雪盖住了草地，

马路，房顶，让万物沉睡。树上的

红果好像糖葫芦，挂着几条冰

溜。大风把生命的迹象吹走，留

下一片无边无际的白色。冰雪笼

罩了世界。

	 冬天是一次结束，也将是

一次新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