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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袁我们一家去遥远的
新疆游玩遥

第一个景点是可可托海遥
我们在乌鲁木齐租车行驶了
大约 9 小时袁 才到达可可托
海遥 一路的风景袁填补了我们
的无聊遥

窗外袁连绵起伏的野火烧
山冶袁让我联想到叶西游记曳中
的野火焰山冶遥 沙漠上袁成群结
队的骆驼呆萌地看着我们袁我
第一次发现骆驼长着会笑的
三分嘴遥 牛儿马儿自由自在地

在路边散步袁大片大片的发电
风车转动着叶片袁为空旷的沙
漠添上了一份生机遥

可可托海著名的 3 号矿
坑远近闻名遥 伊雷木湖水天合
一袁蓝色经典啊浴 地质陈列馆
内藏有世界唯一的稀世珍宝
―― 野额尔齐斯石冶袁 被称为

野北疆明珠冶袁它是一块指甲盖
大小的透明玻璃状矿石遥

这里的海拔有 1200 米袁
昼夜温差 74摄氏度袁有野中国
寒极冶之称遥 因为没有空调袁只
提供电热毯袁导致我们夜里一
次次被冻醒遥 清晨袁尽管我们
穿着羽绒服袁还能感受到阵阵

寒气遥 刚走出门外袁眼前景观
吓了我一跳院 成千上万的蚊
子尧苍蝇尧蜈蚣冻死在走廊一
排遥 老板告诉我们院野因为太
冷袁虫子死在走廊上已不足为
奇了遥 冶他还说院野这也是我们
民宿一大奇观袁在外面看不到
的遥 冶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啊浴

就这样袁结束了在可可托
海一天一夜的行程袁我们又向
下一个景点出发噎噎

渊指导老师院何美霞冤

游内蒙古
大草原
三(1)班 张孙铖

暑假袁我和爸爸妈妈去了内蒙
古大草原遥 那里风景如画袁给我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遥

在奔驰的车上袁我看见无边无
际的大草原上牛羊成群袁 万马奔
腾袁牧人骑马举鞭歌唱遥 车刚一停
稳袁我迫不及待地冲下了车遥 空气
清新袁令人神清气爽遥 一阵凉风吹
过袁青草随风飘动着袁散发着勃勃
生机遥 往大草原望去袁这里绿草如
茵袁 马儿在草原上自由地奔跑袁牛
羊则在悠闲地漫步遥 像白蘑菇似的
蒙古包处处可见遥 走进一个蒙古
包袁蒙古人热情地邀请我们一起品
尝这里的特产要要要奶茶遥 我品尝了
一口袁 香醇的味儿在唇齿间漫延袁
令人回味无穷遥 我还亲自挤了羊
奶袁喂了小羊羔袁非常有趣遥

这次草原之旅开阔了我的视
野袁下次我还要来大草原上游玩遥

渊指导老师院樊亚莉冤

奶奶对我的爱
三(11)班 李林涛

晚上袁奶奶又给我讲起了故事遥
灯光下袁我看见奶奶的嘴唇皱巴巴
的袁上面还裂了几道血口子遥 我惊
讶地叫道 :野奶奶袁 您的嘴唇上有
血浴 冶她连忙照照镜子袁看见血口子
却说:野哦浴 没什么的遥 冶

第二天早上袁我到商店里精挑
细选了一支唇膏遥 回家袁我把唇膏
递给奶奶遥 野这是什么好东西呀钥 冶
奶奶疑惑地把唇膏拿到眼前看了又
看袁嘀咕道袁野奶奶老了袁还让我抹这
玩意儿袁也不怕被人笑话遥 冶我嘿嘿
一笑说:野请您再仔细看看遥 冶奶奶戴
上老花镜一看:野原来是唇膏呀袁我
还以为是口红呢浴 冶

我拿起唇膏帮奶奶抹起来袁一
边轻轻地抹袁 一边关心地问:野奶奶
疼吗钥 冶野真乖袁奶奶不疼遥你真是懂
事的好孩子浴 冶奶奶和蔼地说遥

(指导老师院张怡)

海滩冲浪
三(15)班 谭逸宸

假期里袁 爸爸要带我去
海边冲浪袁 我高兴得一蹦三
尺高遥

来到海边袁极目远视袁天
空像一面明晃晃的蓝镜子袁
一眼望不到边遥 与天相连的
是湛蓝的大海遥 海袁远处的你
是深蓝的曰近处袁你好像忽然
害羞了袁 将那深蓝变得浅多
了遥 海袁你是个运动健将袁能
推出一朵朵雪白的浪花袁亲
吻我们的脚丫遥 嗨袁你把那浪
花幻化成一颗颗晶莹透亮的
水晶袁 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
生辉遥 嗨袁 你的沙子金黄细
软袁 悄悄地摩挲着我们的脚
底袁 让人舒服得片刻不想离
开遥

一朵浪花咆哮着扑了过
来遥 我急忙向它冲去袁恨不得
给它一个热情的拥抱遥 爸爸
赶紧给我套上游泳圈遥 这下
我的胆子更大了袁 抱着游泳
圈朝深海更深处冲去遥 一个
大浪没有预警就打来遥 顿时袁
我浑身湿透袁 头发上尽是水
滴遥 我想院反正湿了袁不如坐
在游泳圈上试试看遥 我坐上
游泳圈袁 让妈妈把我推向大
海遥 又一朵浪花向我扑了过
来袁我的野小船冶被摇摇晃晃
地冲回了岸边遥 我再次站起
来抱着 野小船冶 向深海处奔
去遥 可是这次袁 还没等我坐
稳袁 一朵浪花就迫不及待地
将我淹没了遥 我被 野卷入船
底冶袁翻了个跟斗袁跌了个野狗
啃泥冶浴 我站起来袁抹了抹脸
上的海水和细沙遥 天啊袁海水
可真咸尧真腥啊浴

一次次冲向浪花袁 一回
回拥抱喜悦浴

渊指导老师院严欣冤

秋天真美
三(22)班 尤尚琳

秋天来了袁秋姑娘带着神奇的
魔法棒来到了人间遥

秋姑娘在天空中点了点袁眼前
一片天高云淡袁大雁也排着整齐的
队伍飞向了南方遥 她在田野里将魔
法棒一挥袁稻田变成了金黄金黄的袁
就像一片金色的海洋遥 高粱涨红了
脸袁仿佛娃娃的红脸蛋遥 她在果园
里用魔法棒一甩袁苹果尧柿子都纷纷
穿上了红外衣袁石榴娃娃都笑得咧
开了嘴巴袁正呼唤人们前来采摘呢遥
她又在河塘里点了点袁鱼儿摇头摆
尾袁虾儿活蹦乱跳袁螃蟹又大又肥袁
渔民们的脸上都乐开了花遥

秋姑娘在树枝上碰了碰袁树叶
立刻变成了枯黄色袁有的已经随风
飘落下来袁犹如一只只蝴蝶在空中
翩翩起舞遥 她又在草地上点了点袁
小草也变成枯黄色的袁它们都准备
回到大地妈妈的怀抱里遥

秋天袁风景如画袁瓜果飘香遥 我
爱秋天浴 渊指导老师院郜小燕冤

峨眉山是中国佛教名山遥
今年暑假袁我有幸登上了峨眉
山遥

我们首先从山脚下坐观
光车袁车开得很慢袁我就慢慢
欣赏沿途风光遥 远处的群山如
同海上的波浪连绵起伏袁近处
的山上树木郁郁葱葱袁错落有
致噎噎

野到了浴 雷洞坪到了浴 冶导
游提醒我们下车徒步上山遥 沿
途景色更美了袁清澈的溪流欢
快地向山下奔去遥 走了许久袁
我们终于到了猴山袁这里的猴
子可能养尊处优惯了袁比其他
地方的猴子胖了一圈袁像一只
只小猩猩袁 但身手仍十分敏

捷遥 只见一只灵活的猴子从树
上荡下来袁 拿游客给它的水
果袁又迅速地荡回去袁坐在树
上吃袁把人们逗得哈哈大笑遥

继续向山上行进, 只见山
中云雾缭绕,变幻莫测袁我们仿
佛漫步于仙境之中遥 又走了一
会儿袁我们终于来到了峨眉山
最著名的地方要要要金顶遥 映入
眼帘的是一座金佛坐在一只
金象上袁有十个头袁分为三层遥
这佛金光闪闪袁 神态安详袁心
底的慈悲跃然于脸上遥 他手拿
如意袁头戴金冠遥 据导游说袁只
有如意是纯金打造袁其余都是
贴金遥 因为这尊佛有十个头袁
朝向四面八方袁所以又叫四面

八方佛遥 金佛旁有金殿尧银殿尧
铜殿遥 殿前香烟缭绕袁到处是
虔诚拜佛的人遥 三殿里佛像无
数袁 有的眉
开眼笑 袁有
的威严庄重,
有的神态安
详袁 有的威
风凛凛 袁有
的怒目圆睁
噎噎金殿里
还有一尊从
缅甸用蜀锦
换 来 的 玉
佛袁 是一尊
玉雕的观音
菩萨遥 这尊

观音菩萨最为好看袁白玉就像
观音菩萨的心袁纯净洁白袁没有
一丝杂质遥 参观完佛寺袁天色
已晚袁我们坐缆车下了山遥

峨眉山不仅是一座风景如
画的山袁还是一座弘扬佛教的
山袁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浴

渊指导老师院佘珏冤

我不知为什么袁对凌霄花
是情有独钟袁 往往看着凌霄
花袁 我内心就会变得十分激
动浴

还记得第一次见到这位
野老朋友冶的时候袁天上飘下了
几点雨滴袁 我打着一把雨伞袁
走在一条羊肠小道之上遥 这
时袁我看见了一棵凌霄树遥

岁月袁已经让它不再十分
活跃曰时光袁也已经将它具有
活力的枝干带走了袁留下的不

再是充满生机的新绿袁而是一
具白褐色的空壳遥点点霉斑长
在了树干上袁让它变得十分不
雅遥 枝条胡乱的伸向四面八
法袁让它看起来袁像一个老怪
物遥

唉袁又一个生命被大自然
无情地抹杀了浴

第二年袁暮春时节袁我再
次走在了这条小道之上遥远远
的袁我竟然无形间看到了一树
橙色的火焰在野燃烧冶袁在百花

之中那么引人注目浴我快步走
了过去袁发现竟然是去年的那
棵凌霄树遥金橙色的小花开满
了树梢袁阳光下就像几座喷花
的飞泉袁而那些小花则像是在
告诉人们院野我们没有被大自
然给淘汰袁我们还在很快乐地
活着袁开出的花朵便是最好的
见证浴冶顿时袁我的心里也随着
野燃烧冶了浴

这世上袁到底谁是谁的风
景呢钥你是我的袁我也是你的袁
只不自知遥 但是袁只要尽自己
全部力量袁绽放出属于你的花
朵遥 在百花中袁你必定是最显
眼的浴 渊指导老师院吕菊兰冤

暑假里袁爸爸妈妈带我去
闻名中外的横店影视城玩袁让
我有了一次刺激而又快乐的
旅行遥
我们先来到秦王宫遥秦王

宫袁果然气势磅礴袁只见城墙
高耸袁铁壁森严袁以黑色为主
色调袁辅以暗红袁更显得巍峨
雄伟遥穿过拱门袁漫步古道袁两
旁战旗飘飘袁 伴随雄浑的鼓
声袁 沿 99级台阶而上袁 立于
野四海归一殿冶前袁回身俯瞰袁
更有君临天下袁 万民臣服之
感遥 迈入大殿袁 殿中有一方
水池袁 隔开了君主与臣工尧众

人与宝座袁即近在咫尺又遥不
可及袁显示着天子的威严遥

游览清明上河图景区让
我体会到了 野一朝步入画中袁
仿佛梦回千里冶的情景遥 街上
来来往往的人都穿着古代的
服饰袁 房子用竹子打造起来袁
青绿的颜色袁让人好像走进了
画卷遥

接着袁我们去广州街和香

港街遥 这时正是午时袁太阳照
耀着好比夏日的烈日遥趁我们
不注意时袁突然来了一阵野嘭
嘭噎噎冶的爆炸声袁我被吓了
一跳遥 围观的群众很多袁远远
地望去好像一座座小山袁这场
演出特别精彩遥

最后是我梦寐以求的梦
幻谷遥 到了那儿袁我们迫不及
待地来到更衣室袁 换上泳衣袁
来到野爱琴蓝海冶遥人们三三两
两地聚集在那里袁笑声尧欢闹
声和水面泛起的阵阵浪花回
荡起伏遥 我和姐姐尧姑妈急忙
向野海冶里冲去袁野海冶水一点儿
也不冷袁暖暖的遥 我刚学会游
泳袁脱去救生衣尽情地享受着
冲浪的刺激遥遗憾的是我的体
重不够袁那些大型的滑梯都没
坐成遥

这次旅行让我流连忘返袁
也让我为我国灿烂的古代文
明而骄傲遥

渊指导老师院刘华冤

峨眉之行 六(7)班 张童瑞

可可托海之旅
六(24)班 王旨意

有木名凌霄
六渊10冤班 王曹宇晨

游横店影视城
六(15)班 陈思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