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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来了！又是一个明丽

的季节，到处都是一片繁荣昌盛

的景象，但这繁荣之中又包含着

秋天千言万语都说不尽的韵味！

秋天是热闹的！早晨，瑟瑟

的秋风吹过每个人的心头，给大

地笼罩上了一层金色的透明的

雾，透着希望，也透着寒意，使人

们沉浸在一种可以随时随地力

量大增的气息中，而新的一天即

将在这层金色的透明的雾中拉

开序幕；中午，太阳高挂，犹如一

个巨大的金苹果，将刺眼的光芒

洒向大地，给大地妈妈穿上了雍

容华贵的衣服，阳光照耀着忙碌

的人们，无论在哪浑身都散发金

色阳光的祝福；傍晚，夕阳西下，

一天中最美的风景终于高挂在

天空中，原本只能在手机壁纸中

出现的照片，一一浮现在人们眼

前，高贵而又纯洁的黄昏消除了

人们一天中的烦恼。

秋天是香甜的！秋天是丰

收的季节，更是吃货的季节，我

们老家众所周知的特产就是柚

子，一提到柚子我的话就多了，

一到秋天，原本嫩绿色的柚子变

得胖乎乎的，而且还换上了一身

新衣服，绿叶金实，黄澄澄的柚

子似乎在向我们招手，散发出令

人陶醉的香味，也有“忽如一夜

秋风来，千树万树桂花开”。漫

山遍野的桂花树是最耀人的存

在，芳香四溢，仿佛就像人间仙

境一般，特别是中秋的时候，桂

花怒放，正好与镶嵌在云幕中的

明月融为一体，美不胜收。

秋天是充满诗意的！就像

细腻如丝的《秋夕》“银烛秋光冷

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还像思

念家人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

有？把酒问青天”，也像愁绪万

千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

了？往事知多少”，更像景色如

画的《天净沙》“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秋天是风情万种的，不管在

哪一方面上，它都可以施展出自

己独特的魅力，与众不同的一

面！

（五星小学 郭奕 指导老

师 邓杰）

秋之韵

“现在已经是秋天了，天气正在变

冷，要多穿衣服。”妈妈叮嘱我，我很奇

怪，为什么天气明明很热，妈妈偏偏说

是秋天了呢？我问妈妈，妈妈说：“你

看，这附近处处都与秋天有关，只不过

你没仔细观察而已。”我一听，迅速跑

到窗外，看了看世界，真的发现，一切

都与夏天变得截然不同了。

树上的叶子都变黄了，慢慢掉落，

这是最明显的迹象。因为秋天后面是

冬天，冬天后面是春天，春天是万物复

苏的季节，在复苏之前，必会衰弱，而

秋天正是衰弱的开始。

风轻云淡的天空大雁向南飞了。

每天，天上都有一群大雁向南飞，排成

一个箭头，它们似乎永远不知疲倦，因

为家在天的另一边呼唤着。

瓜果丰收了。这也是秋天受人喜

欢的原因之一。每到秋天，农民都会

笑盈盈地将一年的辛勤劳动收割起

来，卖给其他人，换取钱来维持生活。

哦，妈妈，我知道了，秋天还是一

种美，一种宁静的美。夏天不可能有

的，当你独自一人走在一条四周都是

枫叶的路上，叶子都是红、黄的。地上

铺满了落叶，发出“沙沙”的声音，这

时，你就会觉得，这四周的一切宁静得

多么美好，多么美丽。

秋……

或许，秋就在每个人的心里，它与

夏还有许多不同，等待我们的慧眼去

发现呢！

（石狮市第三实验小学506班吴

元森 指导老师 李丽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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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是美的。那金灿灿的

落叶、黄澄澄的稻谷、红通通的

硕果，以及蔚蓝的天空、洁白的

云彩都是那么的美，以至美得有

些不真实，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却又说不上来。在这个秋天里，

当那些千篇一律的“风景”看厌

了、看烦了，到哪儿去找真正的

风景呢？

那天下午，我走在回家的路

上，一抹显眼的黑色映入我的眼

帘——那是一只蝴蝶，它通体乌

黑，只在翅膀末梢有一层淡淡

的、魔幻般的蓝紫色，上面还点

缀着一粒粒白点，如同深邃的夜

空里闪耀的星星。

当时，天气较冷，连我也裹

紧了外衣，往手心哈气。难道这

只蝴蝶不怕冷吗？我不禁想。

这时，一阵风吹来，吹得我

后退了好几步，那只蝴蝶也被吹

得连连后退。可它仍然保持着

前进时的动作，翅膀微微地颤

动，努力地试着向前飞，哪怕是

一步。

终于，风小了，好像是被蝴

蝶震撼了，缓缓地停了。蝴蝶又

开始在空中翩翩起舞，好像什么

也没发生过一般。可现在，我看

它的眼神已经和几分钟前截然

不同，充满了钦佩，钦佩它的百

折不挠，钦佩它的坚持不懈……

那天晚上，我想了很多、很

多……那只蝴蝶，在我的脑海里

挥之不去，它可能是不甘命运的

安排，奋起反抗；也可能是见不

惯凛冽的寒风，英勇挑战……不

管怎样，它坚持的精神深深地打

动了我。

现在，我终于知道“秋天的

美中不足”中的“不足”表现在哪

儿了，当秋天没有了生机，就像

被定格了一样，死气沉沉，再怎

么美，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

慢地看厌、看烦。那一只黑色的

蝴蝶，打破了秋天的沉闷，使这

个美好的季节重新焕发出灵动

与活力，使这个美好的季节重新

焕发出勃勃生机。

那一只蝴蝶，就是这个秋天

里真正的风景。

（石狮市第五实验小学 蔡

丰慧 指导老师 陈玉燕）

真正的风景

“啪嗒，啪嗒，”清脆的脚步声

从远而近地传入耳中。谁来啦?仔

细一瞧，原来是秋姑娘来了。她送

走了炎热的夏天，穿着金黄色的衣

裳，姗姗而来了。

今天早晨，我们一家人来到鸳

鸯池公园散步。我们漫步在林间

小路上，习习凉风迎面吹来，让人

觉得无比惬意。小路两边的榕树

受到了秋风的熏陶，垂下它那焦黄

的枝条轻轻摆动，享受着秋姐姐的

轻抚。金黄的树叶也不甘示弱，它

们时而像降落伞徐徐下降；时而像

一群飞燕悠然滑落；时而打着一串

串秋千儿籁籁飘落，落在小路上，

落在花从中，为它们盖上了金色的

毛毯。

榕树下的小草们也不寂莫，它

们张大着嘴巴，放开了肚皮地汲取

着喷水头为它们准备的甘露。它

们和小蜻蜓在秋风中跳着欢快的

舞蹈，唱着秋天的歌谣。它们那轻

盈美丽的舞姿感染了旁边那不知

名的紫色小花，花儿弯下了她那柔

软的身躯，绽放着笑脸，加入了它

们的队伍。刹那间，绿色、金黄色、

紫色融合在一起，在公园一角勾勒

出一幅赏心悦目的图画。

突然，一阵“嘎嘎”声音在头顶

上响起，我抬头仰望，只见一排排

大雁飞过。它们一会儿排成整整

齐齐的人字形，一会儿排成一往直

前的一字形。它们在天空中嘹亮

地叫着，好像在告诉人们“我们回

来了”!

我喜欢这金色的秋天，我爱这

美丽迷人的秋姑娘。

（实验中学附属小学 许汶鑫

指导老师 王丽雪）

美丽的秋天

秋风凄利地刮过树梢，那几片

枯黄的苍叶早已无力与它争雄，顺

从地软弱地落在地上，它们沉重地

叹了口气，等待春风，化落土地。

初秋，当我站在窗前，嫩绿的

叶子一点点、一点点被狂风摧残、

吞噬，青沙在秋风的鼓动下，轻轻

地摇曳，透过那被雨滴“亲吻”着看

不清楚的玻璃，模模糊糊地将目光

投向天空，时间才6点，老天已用

刷子为那清澈的蓝色天空刷上了

浓得抹不开的墨蓝色，平时繁星满

天依然羞羞答答的月亮更是躲进

了深深乌云中，丝毫不肯探出头来

瞧一瞧，现在陪伴那几棵孤零零的

小树小草，只有几朵乌云了。

中秋，当我站在草地中央时，

面前盈绿的草丛躺着几片枯老的

叶子，它们失去了从前的光泽，我

蹲下身，拾起一片毫无价值的、所

谓的“垃圾”，轻轻闭上双眼，睫毛

微微抖动，仿佛手中是一只优雅

的蓝带环纹蝶，我抚摸着它粗糙

的外表，它好似变成了一块五彩

斑斓的宝石，焕发出美丽的光芒。

深秋，在温暖的灯光下，我手

握钢笔，尖锐的笔尖流落出优美的

诗句……

这就是我给秋天的信，请你伴

着呼啸的风，无论如何，将它嚼咽

完吧！

（石狮市实险中学附属小学

蔡芷俞 指导老师 田美森）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来自秋天的信

秋天，就像一个小女孩，悄悄

地走进校园。

秋天多么凉爽！早晨，同学们

背着各色的书包，欢快地走进校

园，一阵微风拂过，像一双手轻轻

抚摸着我的脸颊，感到了一丝丝清

凉，哦，南方的秋风，它不像夏天使

人炎热，不像北方寒风刺骨，而是

令人感到清凉。谈笑声中，“沙沙

沙”的声音让我感到清净，树儿们

摇摇头，对我们打着招呼，一片片

火红的枫叶摇坠到地面上，几个小

同学玩着闹着走过，发出“沙沙沙”

的声响，像一首悠悠的小令，那么

悦耳，使人心情舒畅。

“叮铃铃！”上课啦！同学们走

进教室，班长带读课文，教学楼中

响起一声声充满稚气的朗读声，秋

天在朗读声的陪伴下玩耍着，花儿

们摇摆着，和着风声舞蹈着。同学

们好像也喜欢这清凉，常微靠在窗

边听着秋天讲述着它的故事。一

下课，同学们就跑出教室和秋天嬉

戏着，小花园中“沙沙沙”的曲子，

伴着同学们的笑声，树上竟结出了

少见金黄的果实，它们似乎在赛秋

呢，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都觉得

是秋天里最美的那枚果子。成群

的大雁在空中飞翔，十字形的、人

字形的，唱起了悦耳的“鸟歌”，它

们要找一个温暖的避冬的地方。

有的同学指着天上大叫：“看呀！

多美的大雁呀！”有的同学竟哼唱

起了歌！

傍晚，秋天还在校园玩耍着，

不肯离去，天色很快就暗下来了，

秋风“呼呼呼”地吹着，路边的路灯

跟着它玩起来，摇曳着光点，“多美

的秋夜啊！”晚来接孩子的家长赞

叹着，他们手拉着手，时而看看天

上挂的月亮，像尖尖的钩子，像缺

了角的盘子……

我爱秋天，

我爱秋天的凉快，

我爱秋天的夜色迷人，

我更爱秋天里多变的校园！

（石狮第三实验小学 陈诗莹

指导老师 李丽琼）

秋天的校园

当我看到菊花开得正艳，当

我闻到沁人心脾的桂花香，我知

道，那是秋天来信了！

听，树林里，秋风一吹，树叶

便沙沙作响，好像在用掌声欢迎

我的到来。一片片调皮的树叶

趁机离开树妈妈，随着秋风在空

中轻盈地旋转，像一只只蝴蝶在

翩翩起舞。一棵棵枫树却与众

不同，纷纷穿上了火红的衣裳。

我走到枫树下，捡起一片比朝霞

还红的枫叶，我要把它送给亲爱

的妈妈。

看，果园里，各种水果的甜

香扑鼻而来。一串串葡萄像紫色

的宝石挂在葡萄架上，亮晶晶的；

石榴在树上你挤我、我挤你，笑得

合不拢嘴；红红的苹果扒开叶子

往外面瞧；红灯笼似的柿子挂满

枝头……这都是用汗水浇出来

的累累硕果，真让人开心啊！

瞧，田野里，热闹极了。农

民伯伯拿着镰刀，弯着腰在金黄

的田野里忙碌着，他们被太阳晒

黑的脸颊虽然汗水直流，但写满

了丰收的喜悦。这情景让我想

到一句话：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只要我们在学习上努力挥洒汗

水，勤奋好学，也一定会有收获！

秋天是五彩缤纷的季节，秋

天是丰收的季节，我喜欢秋天！

（石狮市五星小学 林彤烨

指导老师 董三妹）

秋天的信

美是游荡在冬天的一点残

雪，美是漫步在蓝天上的几朵浮

云，美又是秋天，如果有天使，那

秋天就是天使，它到了人间，美

化了这个世界。

秋像是一个亭亭玉立、仙气

飘飘的仙子，她那一头金发，长

而飘逸，甚至还带着一股股的稻

香。她还有一支神奇的魔法棒，

瞧！她的魔法棒向稻田、果园里

飘去了，于是稻田变了色，不一

会儿，果园里的果树上成熟的果

子像雨一样掉下来。夏天的炎

热不见了，秋天的秋高气爽来

了。

秋姑娘无声无息地来到了

城市，她舞动魔法棒的那一刻，

总是被我们无意中用相机记录

了下来，如枫叶飘落的那一刹

那，也是美的，枫叶最后的价值

不是飘落时的美，而是飘落在地

面上，被我们捡起来当做书签，

甚至还有在上面画上自己喜欢

的画，贴在了收藏本里。秋天的

美丽，像一些优雅的诗句，都是

赞美秋天，不得不说，秋天是多

么美丽。

哦！秋姑娘一来，大雁们就

接到了消息，要到别的地方去

了，到了明年的春天，你会看到

它们凯旋，然而它们一来，我们

的穿戴也变了，因为这时天有点

寒意，于是，我们披上了长衣、穿

上长裤。

说到了秋姑娘，我想到了我

的一盘花儿，她凋谢了，是因为

秋姑娘来了，她把花儿的美封印

了，要到明年的春天，才会继续

绽放它的光彩。

秋天，是明朗的，也是美丽

的！（石狮市五星小学 李依晗

指导老师 邓杰）

极 美

炎热的夏天匆匆而过，秋季

踏着欢快的脚步到来。大名鼎鼎

的“魔术师”——秋也在四处传播

快乐，他可是一“颗”开心果呢！

你认真看，他从嘴里呼出一

口热气吹过果园，苹果红透了脸

蛋，它似乎很喜欢这阵风，也可

能是在开怀大笑笑红了脸，远远

瞭望如同一团火焰；葡萄颗颗晶

莹剔透如紫色玛瑙，令人有想吃

的欲望，还没有吃到嘴巴里便有

了酸酸甜甜的滋味！秋带着满

意的笑来到田野，高粱小麦对秋

似乎十分尊敬，一个个弯下了腰

俯首称臣。

你仔细瞧，魔术师秋飞到种

满枫树的小路上，轻轻一吹，枫

叶徐徐飘下，为秋铺了一层红地

毯，花草树木也在欢呼秋的来

到来，哗哗啦啦地歌唱，美妙的

声音像海水清刷我们的烦心事。

秋不仅是魔术师、开心果，

还是一位尽职尽责的通报员！

你看他匆匆忙忙地向动物吹出

一股冷风，动物们听到了“警报”

瞬间明白了冬天即将来临，纷纷

开始准备冬眠的事情，好像还向

秋挥挥手表示谢谢！

秋感到了疲劳，仍然不休

息。见到伤心的人便用风铃般

的声响安慰他们，他们听到了都

沉醉得忘记悲伤。秋的魔术真

是厉害，让他们一个个喜笑颜

开。秋还来到荒凉的地区，用他

温暖的大手拂过庄稼，让那里变

得富饶美丽！

秋是一位伟大的魔术师，是

一个助人为乐的开心果，是他让

秋天变得更美丽！

（五星小学 张嘉兴 指导老

师 黄呈呈）

开心的魔术师——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