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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春天？
爷爷奶奶对我说，
春天啊，
就是去农田撒种子的时候。
爸爸对我说，
春天啊，
就是草儿绿了，枝条儿发芽了，花儿开了。
妈妈对我说，
春天啊，
就是天空中放飞的风筝，
水中欢快的游鱼儿。
我想说，
春天啊，
就是我们脱掉棉袄，
奔出家门，
走向学校的时候。

建设路小学滨海校区 二（2）班 陈逸

早日，在徐徐温软的暖意中醒
来。远看天边的云朵绵绵柔柔地薄铺
一层，金灿的晨光洒进窗台，泻下一
片暖黄的希望。

“呀，今儿气温暖和了不少。这
阳光真好！”这是奶奶自疫情以来最
喜悦的声调。她踱步阳台，亲昵地看
着每一盆倾吐春意的花儿。花朵是春
天纯真的笑脸，染裹上清浅的粉红，
像少女日记一样带给人甜蜜。幽淡的
花香阵阵袭来，直抚人们心中的焦躁
与不安。肆意的疫情扰得人心疲惫，
惊得人颜失色，谁不期求那万物可
爱，生活明朗的春息？

眼望着载满希冀的一切，奶奶的
脸上出现难以言喻的开怀，她的眼里
似乎闪着无比雀跃的光芒。疫情间，奶
奶不过是一位平平无奇的普通人。可
从来不用手机的她，竟也向父亲讨教
起如何转发信息。感怀这瞬息，我想每
一个冬天的句号都一定是春暖花开。

春悄然而至，整座乐清城也焕发
出别样的生机。清风送暖，街上的行
人渐渐多了，邻家小巷里也传出久违
的孩童嬉耍声，银铃般悦耳的天真，
稚嫩的言语，像这春一样喜人。什么
时候，耳边想起的不再是村干部严肃
的话语声，不再是周遭人不安的咕
哝。相取代的是电线杆上鸟儿婉转的
啼鸣，所有鸟儿沐浴春光下，站成一
排，耸耸绒毛，谱奏出一曲曲动人的
自然之音。

这些天，再看多地的疫情数据，
数值大幅度下降。心想着离摘下口罩
的日子又近了些，念着又可以拥抱这
荣华的春天再久一些。好几时没出门
了，又可以和父母在暖阳的余温中漫
步，看似醉了酒的晚霞在空中暗自晕
染，写下整个春日傍晚的诗情。

明月悠长，山河无恙。春季的柔
美碎片坠在每一片梦境中。

康德寄宿学校 九（3）班 倪子涵

春息

冬天悄无声息地走了，春姑娘迈
着轻盈的步伐，越过山峦，跨过河
流，来到一望无际的田野。她给原本
枯黄、冷寂的大地洒满绿色的种子。

春雨，淅淅沥沥地唱起来了“沙
沙沙”的乐曲。雷公公把藏了好久的
大鼓重重地敲着，“轰隆隆——”，唤
醒了冬眠的小动物，它们纷纷从洞里
跑出来，呼吸着新鲜空气。山里的杜
鹃鸟唱起歌，好像在提醒农民伯伯该
播种了。燕子从遥远的南方飞来，衔
泥筑窝忙得热火朝天。

春天，温暖的阳光普照大地，树
枝上蹦出一个个嫩芽，小草从泥土里

钻出来。春暖花开，百花齐放，争奇
斗艳，大地上一片生机勃勃。

“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
插田”。金黄的油菜花开得正旺。辛
勤的小蜜蜂，一会儿飞到这儿说悄悄
话，一会儿飞那儿吻一吻。田野里，
农民伯伯正忙着耕田插秧。

一阵阵春风吹来，小朋友们乘着
春风放风筝，只见空中飞舞各种各样
的风筝，真是“儿童散学归来早，忙
趁东风放纸鸢”。

春天是一个美丽的季节，一个希
望的季节。

虹桥一小 二（2）班 胡嘉良

温暖如春

春姑娘拥有神奇的法力，只要她
一来，大地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
化。不信？你瞧……

在春姑娘的法力下，灰色枯萎的
小草，变得郁郁葱葱，犹如涂上了一
层嫩绿色的笑脸。含苞待放的花朵们
争先恐后地开放着，有的鲜艳夺目，
像万花丛中的女王；有的长相普通，
却品种奇异；有的花很出名，谁见了
都可以叫出它的名字。还有那光秃秃
的树也争相长出了新鲜的嫩芽，变成
了绿莹莹的样子。小动物们开始活动
筋骨了。勤劳的小蜜蜂忙着采蜜，蝴
蝶也在为森林的大派对而努力练习表
演，大大小小的动物们仿佛又可以在
森林里欢乐地玩耍了。

在春姑娘的法力下，小溪醒过来
了，她又唱又跳地流淌起来，“叮咚
叮咚”欢快地奔跑着，像是歌谣，让
那些快活了一天的小动物们早早地进
入梦乡。

在春姑娘的法力下，农民伯伯在
沉寂了一个冬天的农田里忙活起来
了，耕田、撒种、插秧，一张张淳朴
的脸上笑开了花，眼睛里仿若星星在
跳动，似乎在期待着今年的收成。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春姑娘的
回归，让大地上所有生物都从冬天里
苏醒过来了。春暖花开，让我们一起
张开双臂，拥抱世界！

北白象一小 四（5）班 林伊柠
指导师：王蓓利

春姑娘有神力

每年的4月份是家乡梨花盛开的
时节，每到这时，妈妈都会带我去看
漫山遍野的梨花。

梨树的主干矮墩墩的，调皮的孩
子“嗖”地一下就可以爬上去。梨树
的枝干屈曲得稀奇古怪，像画上去
的，但这并不影响梨花的美。

远远望去，梨花一片白茫茫，
好像给大地披上了洁白的衣裳。一
阵风吹来，梨花飞舞，如同漫天的
飞雪。还没来得及细看，就已经让
人目不转睛，挪不动脚步了。难怪
唐代诗人岑参用“忽如一夜春风
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来比喻冬天
的皑皑白雪。

走近一看，婆娑的绿叶衬托着朵
朵银白的梨花，就像勇敢的卫士守护
着美丽的公主。每一朵梨花都有五片
花瓣儿，中间点缀着嫩黄的花蕊，令
人难以忘怀。梨花有的喜欢一枝独
秀；有的喜欢簇拥在一起，形成一个
球状；还有的喜欢倒挂下来，像一串
美丽的银铃。它们在阳光的照耀下，
显得格外耀眼、迷人。

再走近一闻，梨花淡淡的清香沁
人心脾，似乎可以让人忘记所有的烦
恼，只愿沉浸在这芳香之中……

我爱这雪白的梨花，更爱孕育了
它们的这片土地！

虹桥一小 三（3）班 瞿成睿

家乡的梨花

清和公园是许多小朋友喜欢去的
地方，当然我也不例外，因为那里是
我的乐园。

春天，清和公园的花儿是最美
的。小草们刚刚探出脑袋，花儿就已
经争相绽放了。一片片嫩黄的迎春花
咧开了嘴，冲着我笑，欢快地向世界
宣告春天来了。粉嫩的樱花如可爱的
少女，一团团、一簇簇地开放着，春
风拂过，花瓣从树上纷纷扬扬地飘落
下来，落英缤纷，非常美丽。有时我
在树下感受花瓣飘落在我的脸上，有
时我把地上的花瓣堆成一个小山丘，
相信小蜜蜂小蝴蝶肯定会喜欢上我的
杰作！三月的清和公园是郁金香的
剧场。五颜六色的郁金香像是给清和
公园挂上了一道彩虹。绿草如茵，郁
金香在草地的映衬下红得像火、黄得

像亮眼、紫得高雅、白得纯洁、粉得
可爱。

我的乐园里还有独特的音乐喷
泉。每当夜幕降临，优美的音乐就会
响起，湖心的喷泉随着音乐翩翩起
舞。裹着霓虹灯光的水柱像极了一个
个舞者，在绚丽的舞台上表演一个个
优美的动作，忽高忽低、此起彼伏，时
而悠扬，时而壮烈。我常常看得出了
神，仿佛置身于一场盛大的音乐会。

乐园里好玩的数不胜数：风和日
丽的天上赶集似的风筝，阳光下色彩
斑斓的肥皂泡，幸福的黑天鹅一家，
自由自在奔跑着的小伙伴……

这就是我的乐园，有欢笑、有阳
光、有美好回忆的乐园。

建设路小学滨海校区 四(6)班
林牧亿

我的乐园

“东园三月雨兼风，桃李飘零扫地空。唯有山
茶偏耐久，绿丛又放数枝红”。在这春暖花开的季
节里，唯有这娇艳欲滴的茶花最吸引我。

瞧，茶花可真美啊！远远望去，它五彩缤纷，
红的、黄的、粉的、白的、紫的，相互交错着，宛
如朝霞一般。走近一看，每朵茶花上都有着深浅不
一的颜色，像极了婴儿甜美的脸庞！花托是棕色
的，片片花瓣就像一颗颗爱心，镶嵌在花蕾周围，
那鹅黄色的花芯就藏在里面，一朵朵茶花在翠绿的
叶片烘托下格外醒目。那些已经绽放的花朵就像一
张张可笑的小脸冲我露出灿烂的笑容；才展开两三
片花瓣的好似一个个害羞的小姑娘；还有一些没有
开放的花苞，似乎也想马上开放，迫不及待地要享
受春日里温暖的阳光。

茶花繁多，千姿百态。有的像是靠在枝条上，
用露珠打扮自己；还有的立在枝条上，像是在高声
朗诵似的。我俯下身子，一股特有的茶花香迎面扑
来，那香味依着和风令我沉醉。妈妈告诉我：“茶
花的品种极多，是中国传统的观赏花卉。茶花还是
我国的十大名花之一，亦是世界名贵花木之一。”

周敦颐爱莲，陶渊明爱菊，我喜爱茶花，既欣
赏它美丽的身姿，更喜欢它沁人心脾、让人陶醉的
清香。

乐成一小 三（6）班 黄宇泽

茶花

早上，我被一阵叽叽喳喳的叫
声吵醒，伸手打开窗帘，看见两位

“使者”正在敲打我家的窗户。打开
窗户，它们轻盈地飞了进来向我问
好，我微笑着挥挥手。

它穿着一身油亮亮、黑乎乎的礼
服，有一对娇小灵巧的翅膀，飞起来
轻快有力。那剪刀似的尾巴，咔嚓咔
嚓，把柳树这个模特剪得十分美丽。

它们经常飞过田野，还经常去
散步，叽叽喳喳的，似乎在说着

“该种地了，春天到了。”它可真是

名副其实的报信者啊。
过了一会儿，它去了一个美丽

的小湖，衔着一点泥土，糊在屋檐
上，又去取了点泥土，用树枝把泥
层包裹起来，这样弄了好几次，几
个小时过去了，它终于停下来了，
一副大功告成的样子，它是位勤劳
的使者。

这就是燕子，它可真是春天的
使者啊！
乐清市实验小学 四（4）班 陈冯瑞

指导师：朱颖

燕子

春暖花开，万物复苏，我跟着小
虫子、蚂蚁和蝴蝶一起去探寻春天的
秘密。我们在绿油油的草地上追逐
着，嬉闹着。

突然，蚂蚁指着远处喊道：“快
看，那白色的东西是什么？”我们好
奇地跑过去一看，原来草地上躺着半
个鸡蛋壳。看着鸡蛋壳，蚂蚁灵机一
动说：“我们做个跷跷板，怎么样？”
我、小虫子和蝴蝶都欢呼着：“好啊
好啊！”接下来我们分头行动，蚂蚁
搬来木板，小虫子找来绳子，我和蝴
蝶负责固定跷跷板。在我们不懈的努
力下，跷跷板终于做好了。大家开心
地玩了起来，跷跷板忽上忽下，有趣
极了。

过了一会儿，大家玩累了，躺在
鸡蛋壳旁边看着无边无际的天空，蚂
蚁说：“要是能像蝴蝶一样会飞多好
啊，就能看到美丽的风景了。”蝴蝶
兴奋地说：“那我们一起做个热气球

吧。”很快，我们三下五除二做好了
热气球。我、小虫子和蚂蚁迫不及待
地坐上了热气球飞向蔚蓝的天空。在
天空中，我们看见天空像一张蓝纸，
几片薄薄的白云像被阳光晒化了似
的，随风漂浮。自上俯瞰，枝繁叶茂
的森林、一望无际的大海尽收眼底，
我们邂逅了不曾见过的美妙景色。

到了下午，天空中电闪雷鸣，乌
云密布，我们赶紧结束了热气球之
行，安全降落地面。几分钟后，豆大
的雨点打下来，大家急得团团转。这
时小蝴蝶急中生智，喊道：“快，我
们到蛋壳下躲雨吧！”我们接二连三
地钻进蛋壳，成功躲避了风雨的袭
击。

夜幕降临，风停了，雨停了。我
们以鸡蛋壳为床，找来一片嫩绿的叶
子做被子，躺在蛋壳里，我们都进入
了甜蜜的梦乡。

乐成一小 二（1）班 卢荟乔

神奇的鸡蛋壳

春

久违了，春天
气温爬升，阳光温暖，春天来了。小朋友们跟着春的脚步，认真观察身边的细枝末节，细细品尝春的味道。

清和公园美丽春景清和公园美丽春景。。梁琳梁琳 摄摄

““醉醉””美春天美春天。。梁琳梁琳 摄摄

想要畅快骑车的自由。夏萱涵妈妈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