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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孙对弈

忘不了那个最美的盛夏
我还记得，那个盛夏，我们向刚
转学来的你说了声你好，然后就手拉
手，一起疯，一起笑，一起玩……
四年级，你刚转学来我们班，午
饭时，我们有默契地坐在了一桌，一
起讨论起了作业，一起讨论起了生活
中的趣事，讨论起了自己的嗅事，然
后我们几个好友一起向你说了声你
好，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那一次，
我们都很开心，因为，又多了一个与
自己十分相似的朋友……
五年级，我们都换了同桌，我一
走到位置旁边，发现我的同桌是一位
阳光、帅气、聪明的男生，我开心得如
插上双翼似的，因为他是我们班数学
成绩出类拔萃的，我数学却差得惨不
忍睹，以后可以请教他了，我十分高
兴。哪知，一下课，你跑来对我说，你
的同桌是我们班的“数学王子”，看我
惊讶得牙都要掉了，你得意得不行，
结果却得到了一顿暴打。
六年级，你偷偷来告诉我，你喜
欢上了我们班的“数学王子”，我当时

也有一个秘密藏在心里，不知该不该
说，见你这么直白，我也将我心里的
秘密说了出来。你听了，惊讶得捂住
嘴，像是听了天方夜谭似的，没想到，
我们这个吃货组合四个美少女都有
自己欣赏喜欢的人了，啧啧，老师在
一次班会上就说了这件事，说这种现
象很正常，只是异性互相吸引而已，
彼此互相欣赏而已，不算什么喜欢
的。于是，我望了巧克力一下，又望
了冰激凌一下，又望了胖香肠一下，
他们也十分有默契地望了我们一下，
相视一笑。
我们已经慢慢成长，曾经并肩往
前的伙伴，在举杯祝福后都走散，在
小学，我们绝交过，却又和好，一次次
绝交，告诉了我们友谊的真谛。渐渐
的，我们懂得了珍惜友谊，我们不会
放弃它，因为，它很难忘、很难忘。我
们已经要毕业了，但小学的友谊、小
学的记忆是最美好的，也永远不会忘
了，那个最美的盛夏。（实验中学附属
小学 何昕睿 指导老师：谢丽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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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的亲情就是陪伴。在外
公最孤单的时候，我和他对弈，就
是给予外公最快乐的时光，最美好
的陪伴。
那一天，我来到外公家，看见
外公正坐在阳台的藤椅上，依旧是
一杯清茗，一把蒲扇，和自己对
弈。他眉头微蹙，陷入沉思，似乎
是在思考棋局，又似乎是在回忆往
事，显得有些孤寂。
我大步走到他面前，坐了下
来，假装淡定地说：“外公，我来陪
你‘杀’一盘吧。”他的脸上露出惊
喜和疑惑的神情，问道：“小子，你

怎么来了？”我调皮地说道：“想您
了呗，想和您‘杀’一盘，就来了。”
他爽朗地笑道：“ 好小子，那你先
吧。”
一开始，我就出师不利，被
外公那“中炮”打得措手不及，我
只好“马跳窝心”以保不丢子。
外公笑呵呵地对我说：“ 马跳窝
心，不死也得伤。”“ 不会的，不信
走着瞧！”我得意洋洋地说道。
过了一会儿，外公终于明白了我
的小心思。此时，外公稳操胜券
的棋局瞬间变成了弱势。“ 哇苦
喽，阮没注意，刷要输喽！”外公

用浓厚的闽南语表示了他的无
奈。接下来，外公想尽了一切办
法，什么“两头蛇”“ 打中炮”“ 马
后藏车”……终于把局面给扯平
了。我俩互不相让，僵持不下，
你攻我守，我进你退。终于下到
了残局，我擅长进攻，还有“车马
炮兵”。而外公求稳健，竟然“士
象”全都有，“ 车马炮”看家，简直
就是无懈可击。我的车卡到对
方的肋道，准备用“三子归边“的
方法，把小卒拱到了“将”外边，
让“将”进退两难。外公笑了，把
“ 炮 ”悄 悄 地 推 到 了 我 的“ 车 ”

在我成长的道路上

雨后的露珠
雨哗啦啦地下着，一滴、两滴
……房屋上的水珠不知疲倦地跳着
舞。唉，雨什么时候停啊？看着窗外
的雨，我慢慢地进入梦乡……
“啊！”雨停了!光透过窗照在床
上，我慢慢睁开眼，见眼前一片明亮，
欣喜不已，连忙下床，去外面散步。
雨后的潮湿味混合阳光的温
暖，独有的芬芳交织在空气中，闻起
来有种说不出来的舒服。我漫无目
的地走着，突然，眼前穿过了一丝耀
眼的光芒，走过去，发现一滴晶莹的
露珠静静地躺在叶子的怀抱，就像
正在酣睡的婴儿，圆润而没有一丝
杂质。我轻轻地摇了摇叶子，露珠
就在娇小的叶子上缓缓滚动。我笑
起来，露珠原来这么可爱啊！我用
小瓶子把它装起来，带回家，放在碟
子里，露珠缓缓地滚，却滚到了灰
尘，那原本的纯净、明亮的、没有一

丝杂质的露珠，慢慢地浑浊。我把
它赶紧装回瓶子里，可无济于事，露
珠还是变成了灰色的水滴。“唉”，见
到这样，我叹了口气，舍不得地将露
珠倒掉，回到房间。
我呆呆地坐在床上，望着窗外满
天星叶上的小小的露珠，还是那么明
亮、晶莹，可我放到碟子里，露珠沾到
了灰尘，就变浑浊了。就和我们人一
样，刚出生时，我们还是一无所知的
小婴儿，可随着渐渐长大，受社会环
境的影响，我们也会自然而然地发生
变化，可能变好也可能变坏，心底的
那个纯真的自己不存在了，思想渐渐
浑浊、多变。想再回到那个原来纯真
的我，却再也不可能了……
愿我们始终都像雨后的露珠，干
净、纯真……
（石狮市第三实验小学袁纯婧
指导老师：王逢玲）

旁。我求胜欲望太强，没有注意
到，结果就被吃了。这盘棋，以
我的失败而告终。外公哈哈大
笑道：“ 好小子，棋技长进了不少
啦！”看着他眼中充满着满足，我
顿时明白：时不我待，现在就是
回馈爱的时候，而最好的方式就
是多陪伴他老人家。
外公平日里不苟言笑，唯有在
和我对弈时，才能听到他爽朗的笑
声。那时，我们祖孙俩的时光是快
乐的。
（石狮市第三实验小学 林铭
泽 指导老师：王逢玲）

挫折
人一生的道路，没有平
坦，只有坎坷；没有顺利，只
有挫折。那件事，使我明白
了什么叫挫折……
那日，是我们班最后一
个团体项目——拔河。我
们班和四年二班的团体总
积分，仅仅只差一分，胜负
便寄托在拔河赛上。可一
想到在我们接力赛失败时，
四年二班的老师和同学对
我们班的“羞辱”，心中顿时
涌起一阵怒火。我心想：
“在拔河赛上一定要狠狠地
压倒他们！”
瞧！我们班的“战士”

个个雄赳赳、气昂昂，一副
志在必得的样子。我们抽
签抽到了四年四班，经过一
番“战场”的“厮杀”，我们失
败了！我们坐在冰冷的地
板上，个个垂头丧气，像一
只只斗败的公鸡，双手抱
膝，将头深深地埋进去，好
似在对大地诉说自己的衷
言。我咬紧牙关，坚持不让
眼泪掉落下来。
这时，林老师走过来对
我们说：“ 比赛还没有结束，
你们就个个士气低落，这不
是我认识的四年三班！要记
住 ，我 们“ 输 谁 也 不 输 二

班”！仅仅一句简短的话语，
却再次点燃了我们的斗志，
我们缓缓站起来，眼中的坚
定表达了我们的意志，紧攥
的拳头燃烧着信念。我们重
拾自信，整装待发。上场前，
我们和林老师手叠手，喊道：
“输谁也不输二班！加油！”
我们昂首挺胸、满怀自信地
走向“战场”。终于，在一声
声的加油呐喊声中，我们胜
利了！大家再一次流泪了，
只不过那是喜悦的泪水。
在挫折中跌倒了并不可
怕，可怕的是永远也爬不起
来！ （五星小学 严诗祺）

人生是靠自己一步一
步走出来的，没有什么是
一帆风顺的，在这条路上
总会有曲折，但挺过去的
人就是胜者，而我就是从
暴风雨中爬起的人。
还记得有一天，晴空
万里，我的心情是活泼的，
是愉悦的。上课我神采奕
奕、积极踊跃。可好景不
长，下课时，老师突然下了
“急急令”让我们回班级，
她要发考卷。我一听，欣
喜若狂，心想：“ 终于要发
卷子啦！这次拿第一，我
是十拿九稳喔！”可谁知，
我这个常胜将军也会败
北，“第六名，何雅诗。”“什
么情况？”我大吃一惊，我
拖着沉重的步伐，一步一
步地走，手心已冒出了汗，
我甚至不敢回头，因为我
害怕同学向我投来嘲笑的
目光，连老师仿佛也对我
大失所望。放学后，同学
们个个眉开眼笑，头上像
顶着一顶小太阳；而我则
垂 头 丧 气 ，像 犯 了 错 一
样。回到家后，望着那张
已被泪水淋湿的试卷，我

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我开
始自责，开始恐慌，开始退
缩，开始……这时，我忽然
想起一句格言：从哪里摔
倒，就从哪里站起来！我
眼 前 一 亮 ，决 心 从 头 再
来。于是我开始养精蓄
锐，为下一次“突破”做准
备。我起早摸黑读课文；上
课专心致志，下课看书成
魔，旁人都说我中邪了。终
于，下一次考试来了。斗志
昂扬的我带着几天的汗水
重上“战场”，有人说：“不得
了了，老虎发威了！”我一个
冷笑，便开始过五关、斩六
将。果真，我用汗水换来了
满分。
看，这就是我成长的
经历。所以说不经历风
雨，怎么见彩虹。世上哪
有顺风顺水。即使遇到再
大的困难也决不能趴下，
人生就要越战越勇，而不
是在原地打转。“明知山有
虎，偏向虎山行”。来吧，
与我一起接受成长中的挑
战吧！
（五 星 小 学 何 雅 诗
指导老师：黄呈呈）

秋 天
秋
一缕凉爽的秋风吹来，带
着秋天的韵味，带着丰收的喜
悦。一片片泛黄的落叶在空中
飞舞，最后轻轻地落到地上，投
进大地母亲的怀抱。我爱秋，
爱秋天那些美丽的景色。
在阵阵秋风中，我喜欢独自
走在山里掉满落叶的小径上。
那儿美极了，到处一片金黄，枯
黄枯黄的落叶堆里，蹦出许多不
知名的小昆虫，叽叽喳喳的，活
像一支欢快的小乐队。在山林
的尽头流淌着一条窄窄的小溪，
溪水清澈见底，不时能看见几条
小鱼在水中穿梭。水面上，几片
落叶掉在溪中，看上去像也艘艘
小船，在水中扬帆启航。
漫长秋日里，我也喜欢去
田野散步，田野旁的村庄正冒
着袅袅炊烟，白发苍苍的老人
们坐在屋前聊着家常，唯有那
顽皮的小孩到处玩耍、嬉戏。
再看看田野，那里稻浪翻滚，稻
香四处散发着，高粱为秋姑娘
的到来而笑红了脸；玉米开心
地露出金黄的牙齿；稻穗十分
懂礼貌，弯腰向她打招呼。走
进田野里，最显眼的就是那些
在风中摇曳的稻草人，远远望
去，简直就像一位位凄苦的老
人守望着这片好似没有边际的
田地。最吸引人的要数那勤劳
的农民，他们欢快地收割着劳
动成果，心里似乎想着：这么丰
满的稻谷，定能卖个好价钱
……已经接近黄昏，在夕阳映
照下的景色显得更加美丽，让
人陶醉。
整个秋季，去得最多的就是
家附近的那个公园了。走进大
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路旁那两
排笔直的大树。走过树林，呈现
在眼前的是一块大大的草坪，虽
然不再像春天那样翠绿，但是无
尽的金黄也别有风趣。来到湖
边，湖边上那一排柳树像一位位
长发的姑娘望着湖水，微风吹
过，湖面上碧波粼粼，不时出现
几艘小船游过水面，给平静的湖
面增加了点波澜。
我爱秋，爱让人陶醉、充满
丰收喜悦的秋！（古洋小学 刘
灿 指导老师 蔡瑞意）

秋天是五彩缤纷的季节。蓝蓝
的天空上飘着淡淡的白云，有的像
骏马，有的像巨龙，还有的像一座座
雄伟的高山。大雁排着整齐的“人”
字形队伍向南方飞去。金灿灿的太
阳映照着大地，红艳艳的枫树、金黄
的银杏树、绿油油的松树、还有碧绿
的河水，共同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
卷，让人沉浸其中，流连忘返!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田野里
的麦子都熟了，风轻轻吹过，泛起
金黄的涟漪。果园里硕果累累，
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了枝条，仿佛

下一秒就要从树枝上坠落下来。
你看，那红红的山楂像闪着耀眼
光芒的红宝石;油亮的大枣像晶莹
剔透的红色玛瑙;黄澄澄的鸭梨好
似一树黄金;石榴又好似一个个青
上泛红的宝物袋。秋风吹过，树
叶簌簌地落下，而果实却扬起了
自豪而羞涩的脸庞!
我悠闲地走在校园里，看着
有些凄凉的秋景。忽然，一片落
叶落在肩头，我轻轻拾起，端详着
它那枯黄的叶片，抚摸着它那精
致的纹理，心中不免有些伤感：它

的生机与盎然早已不复存在，取
代的是枯干与衰落，就像许多事
物一样，逝去了，就真的不再回来
了。这片落叶是秋的名片，是秋
给我的第一个问候。
金秋的天仿佛被洗染过一般，
高远而明净。我有时也会快活地遐
想：要是天上再飘来一个天蓝色的
气球，就更富有生活的情趣了!
与蓝天相伴的是金秋的太
阳。这里的阳光温馨而恬静，洒
在身上金灿灿的，田野也被色彩
渲染了，红通通的苹果挂满枝头，

秋天真让我着迷
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总是
在不经意间变化着，夏天过去
了，秋天的脚步也近了。
万物仿佛被大自然这个神奇
的魔法师掌握着，一切悄悄地变
化着，大自然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向我们昭示着，秋天来了。
走在大街上，人们的穿着已
经改变，穿着短衣短裤的人不见
了，取而代之的是套上一件件厚

厚秋衣的行人。走进商场里，室
内大空调早已关闭，而秋风就像
一台不停歇的空调，不断给商场
送来凉意。就连餐桌上的饭菜，
刚一放上桌，热气腾腾的蒸汽就
消失了，少了几分往日的温度。
空气中渐渐地褪去夏天的
炎热，寒冷的秋风盘旋而起，落
叶铺满了大地，给大地披上了一
件金衣。再看那果园，秋风吹熟
转着飘落到地上，仿佛给大地盖
上了一层厚厚的“黄被子”。
她来到果园。葡萄架上便挂
满了一串串紫色的大葡萄；橘子
像一个个黄色的小灯笼，挂在树
上闪烁着光芒；看那远处的石榴，
一个个都羞红了脸，笑开了嘴，露
出一排排晶莹剔透的牙齿；红通
通的苹果像一个个红宝石挂在枝
头，有的冲着秋姑娘微笑，有的躲

了苹果，吹熟了梨子，也吹熟了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这不
正是秋天的代表吗？
人们常常说秋天是“金秋”。
是啊，是秋天让大地换上金装，是
秋天让我们硕果累累，我们要珍惜
秋天，珍爱秋天这个美好的季节。
秋天的景色真让我着迷。
（石狮三小 李嘉涛 指导老
师：李丽琼）
在树叶里跟秋姑娘玩“捉迷藏”。
果园里真热闹，硕果累累透着丰
收的喜悦。
秋天，秋姑娘所走过的山山
水水，景色都让人着迷，她不仅给
大自然换上了金秋十月的盛装，
还给人们带来了丰收的喜悦。
秋天的景色真美，秋姑娘的
功劳真的很伟大！（五星小学 莫
欣怡 指导老师：董三妹）

秋天到了
秋天到了，大家穿上了厚裙
子。果园里，苹果红了，柿子像
一个个小灯笼挂在枝头，梨树上
果实累累，像是许多小葫芦在
说：“秋天来了，秋天来了!”
秋天到了，稻子笑弯了腰，
高粱乐红了脸，农民伯伯正在收
割。花园里菊花开了，桂花也开
了，菊花梳着它那美丽的头发，
桂花散发出淡淡的清香。秋天

真是一幅美丽的图画!
秋天到了，天空蓝得像一块
透明的蓝玻璃；一群大雁往南
飞，它们一会排成“人”字形，一
会排成“一”字形。
秋天到了，枫树阿姨脱去了
绿罩衫，换上了红外套，秋风吹
来，枫叶像许多漂漂亮亮的蝴
蝶，从树上纷纷扬扬地飘落下
来；地上的小草东一块、西一块，

施肥，如今终于可以秋收了，他们
手拿镰刀收割庄稼，身背箩筐采
摘果实，每一个动作都是那么投
入、那么精心，生怕弄坏了这些
“宝贝”。秋的第四个问候舒展了
农民伯伯的笑脸。
当层林尽染的枫树林红了的
时候，田野的风捎来了秋的问候。
秋天还有许许多多的问候呢!
它们就藏在这无奇不有的大千世
界中等你去寻找、去发现、去探索!
（实验中学附属小学 侯维
铭 指导老师 吴光鑫）

秋，
来了

秋姑娘
告别了炎热的夏季，秋姑娘
悄悄地来到了人间，她一来顾不
上休息便不停地忙碌起来。
她走过草地，把小草变成了
“黄色”，她来到田里给稻谷穿上
了金色的“外衣”。一阵阵秋风吹
来，稻谷们赶紧弯下了身子、低下
了头，好像是在感谢秋姑娘。她
来到树林里，给大树披上了“黄外
衣”，一片片黄色的叶子在风中旋

金色的野菊花开满小径，成熟的
庄稼也是笑脸相迎。秋的第二个
问候就藏在收获的喜悦之中。
秋天的河水清澈透明，融入
山的底色，照出天上云朵飘逸的
样子来。河底的小鱼沙石也看得
分外清楚。偶尔有风吹过，河面
就漾起细小的涟漪，一圈一圈向
外晕开。有顽皮的孩童拿一块石
头投向河里，那溅起的水花伴着
开心的笑声是秋的第三个问候。
秋天是农民伯伯最开心的日
子，他们在春天里播种，在夏天里

不像春天那样茂密，也不像夏天
一样碧绿；旁边的池塘里，荷花
妹妹早已消失了。
秋天到了，大街小巷，小朋
友们穿上了五颜六色的毛线衣，
既漂亮又温暖。
啊!美丽的秋天，我爱你!因
为你给人们带来了丰收的欢
乐。（五星小学 曾建榕 指导老
师：董三妹）

她，迈着轻盈的步伐，踏
在了小草的腰间，踏在了清
泉的脊背，踏在了人们的心
里，踏在了……
她，跳着曼妙的舞姿，穿
过了稻谷的家园，穿过了茂
密的森林，穿过了农民伯伯
的笑脸，穿过了……
小草朝她欢笑，清泉说
她活泼，人们个个夸她善良
大方，为我们带来丰收的快
乐，稻谷向她致意，森林朝她
打招呼，农民伯伯把最诚挚
的感谢，献给了她……
她——秋天的姑娘，一
个伴着草、随着风、倚着树的
大自然姑娘，在这个属于她
的季节，肆无忌惮地为人们
做好事。
她改变了田野，改变了
城市，改变了农村，更改变了
我们的校园。
她在春姑娘和夏小伙
走后，终于来参观我们的
校园。她走过了操场，操
场泛着金光；她穿过了校
园里的大树，大树开始繁
衍，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那
些待够了大树母亲怀抱的
叶宝宝，开始自力更生，慢
悠悠地飘到了操场，被可
爱的同学们介绍到了“新
家”——垃圾桶。
她走过了教室，看着同
学们上课，她竟调皮地钻了
进去，与同学们一起接受知
识的洗礼，同学们因为有了
她，以往的炎热被她的气息

赶走了，扑面而来的是一阵
阵缠绵、凉爽的清风。
她走过了老师的办公
室，好奇地探起了头看老师
批改同学们的作业，被红色
的叉叉勾勾绕晕了头，这
时，她看见可恶的空调竟然
把冷风吹进来，她静悄悄地
按了空调“关闭”键，走过每
个老师的身边，为她们带来
凉爽的风。
她走过了实验室，走过
了美术室，走过了音乐室，走
过了书法室，每见到一个需
要凉爽的伙伴时，她都用自
己神奇的气息，为他们带来
难得的风。
她走过了校园的每个角
落，恋恋不舍地暂时离开了
校园、离开我们、离开老师，
去到遥远的远方，因为她知
道，明年的今天，她还会回到
这里……
她，不仅走过校园，走
过了田野，还走过了硕果累
累的果园。她走过的地方，
都在新陈代谢，在为接下来
残酷的冬小姐而做好准备。
她来了，这个属于秋天
的姑娘来了，她带来了许多
许多，在完成了她的使命
——为世间所有需要她的生
命做好事后，就要离开这个
充满欢笑的世界，回家好好
睡一觉，为下一次的使命做
足准备！
（五星小学 林杨锴 指
导老师：邓杰）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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