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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在百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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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外国语小学四（3）班 郑淑鑫 小记者证号 090571
我见过许许多多的花：娇艳欲滴的玫瑰，洁白无瑕的栀子，香
气扑鼻的桂花，
而我却独爱这清爽淡雅的百合仙子。
百合花有一根纤长的枝干，叶子绿油油的，衬托出花儿的美
丽。有些花骨朵儿含苞欲放，羞答答地低下头，仿佛像一位花季少
女；有些欣然怒放，自信地绽开美丽的脸庞，仰起头，似乎在张开双
臂，拥抱着光彩夺目的春天，又像一个精致的高脚酒杯，忍不住端
起它陶醉其中。那鹅黄色的花托，衬着渐变交织的花瓣，令人有无

尽的遐想。我再仔细地把头凑近花蕊，只见它像一个还未睡醒的小
婴儿正酣睡在花瓣妈妈的怀抱里。我调皮地弄了一下它，只见像一
串风铃似的，随风起舞来显示自己的舞姿优美。我忍不住去摸摸
它，
肤如凝脂，
又不失软的细腻感，让人想高唱一首赞歌。
那淡淡的幽香，清爽、淡雅的花香，若有若无的清香，给人一种
淡淡的浪漫感。一阵微风拂过，那香味永留心中。用陆游的诗句来
描述，就是
“尔丛香百合，
一架粉长春”
。
百合花代表着清纯高雅，寓意百年好合。无数人因它如痴如
醉，
我，
也醉在了百合中……

樱花
椒江实验小学四（4）班 赵艺粟
小记者证号 002870
这个季节，我家小区的花园里除了樱
花，还是樱花。
四月是樱花盛开的月份。樱花非常娇
嫩，好像一碰就会滴出水来。它的花瓣白如
雪，略带一丝淡粉，好似一位脸红的少女。在
这五片薄薄的花瓣中间，有十几根金黄色
的、参差不齐的花蕊，努力地向花瓣外伸去，

我家的水仙花
临海杜桥小学三（1）班 方歆毓
小记者证号 031248
年前，妈妈带我去逛街，我们买了一盆
水仙花。刚买的水仙花球就如一个特大号
的大蒜，花叶只有一指之长。我有些疑问，
这就是水仙花吗？怎么越看越像抽芽的大
蒜呀？
过年，我跟着爸爸妈妈回新安江老家
了，春节过后，我们回到家一推开门，一阵
浓郁清香扑鼻而来。我抬头四处张望，循着
花香找，原来是茶几上的水仙花开了。哇！
原来是水仙花香呀。
水仙花已经开了不少了，真没想到离
家八天就长出那么多的白色小精灵来！年
前只有一指之长的花叶，现在一下子蹿到
一尺之长。叶子像大蒜叶片细长细长的，一
根根笔直地挺立着，像一把把直插云霄的
绿宝剑。绿叶子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就像
顽皮的孩子在挤着屁股玩。
水仙花在绿叶丛中冒了出来。一朵朵
花儿精致玲珑，花枝就像蒜薹，每个花茎上
长着花骨朵，多的有七八个花骨朵，少的也
有一两个花骨朵。花骨朵绿绿的，小小的，
就像一个个小绿豆，可爱极了。有的花径上
开出了一朵朵小白花，有些花瓣儿开出了
一个小口，就像一个白色的小玉杯。有的花
瓣儿全都展开了，花瓣儿像张开的小手掌，
露出了嫩黄色的“小碗”。
“ 小碗”里藏着嫩
黄色的花蕊。六个洁白的花瓣，组成了小巧
玲珑的
“花仙子”
。
水仙花在我家客厅里竞相开放，真是
千姿百态。每天，我都会给它“喝水”，让它
有足够的水分。每天晚上，我总要坐在它旁
边闻闻花香，整理整理花茎，才会安心去睡
觉。
我爱水仙花。水仙花呀，你的清香迷
人，你的姿态万千，真让我陶醉。
（指导老师 周玲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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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花飘香香满天
冲着我们微笑。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着点点
金光。
贴近樱花，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便扑鼻
而来，让你感到心情无比的舒畅。单单一朵
樱花不见得很美，然而，二十几棵树的樱花
就不同了，千万朵洁白的樱花构成了一个白
里透粉的世界，仿佛身穿素裙的嫦娥，在春
风中伫立。这时，一阵清风拂过，美丽的樱花
在微风中，时而相拥，时而低声吟唱着《春之
歌》。淡粉的花瓣凄凉而忧伤地飘落下来，好

似美丽的蝴蝶翩翩起舞，一片片花瓣轻盈地
洒在绿油油的草坪上，仿佛给草坪铺上了粉
嫩嫩的地毯，
踩上去感觉软绵绵的。
当我正在欣赏这美景时，会情不自禁地
拿出手机拍下一张张美丽的照片，留下一个
个美好的回忆。
樱花的花期虽然短暂，但是她是一种高
尚的花，
是美丽与智慧的化身。
我爱你，
樱花！
（指导老师 林超）

校门口的银杏林
三门心湖小学四（4）班 胡馨予
小记者证号 090807
午后，我们来到了学校门口，那里一
排又一排的银杏树，一把把小扇子挂满枝
头。让我们都不敢相信的是，二片三片四
片……怎么可能？是无数片叶子飘落下
来，在地面已形成了一张巨大的“地毯”，
根本看不见一点儿缝隙。
我们在“地毯”上打滚、嬉戏，才过了
差不多一分钟，大家就开始了“银杏叶大
战”。这个游戏对我们班来说，就是一个
“老套路”。从我们一踏进小学这个校门的
时候就发明了这个游戏。
“沙沙沙，哗哗哗”一大堆叶子在空中

飞舞，可美可美啦！当然，时不时就会有几
个人变成“落汤鸡。”因为谁也不知道下一
片银杏叶会去为谁挠痒痒。玩了一会儿，
女生们就开始了集体存叶子行动，谁让那
些男生们都来偷我们的“兵器”呢！但是，
男生可不会这样，谁让他们不团结呢，男
生之间最多也只会分一点儿叶子，除非是
最好最好的朋友，
才会一起用。
这一段时光是令我最难忘的。因为扔
出去的每一片叶子，都承载着我们的美好
心愿，也记载着大家的这一段平凡的故
事。快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为了纪念
这美好的季节，我特意在地上精挑细选了
一片又干净又好看的银杏叶，我把它放在
鼻子前一闻，
秋天的气息真浓呀……

校园里的广玉兰
玉环楚门中心小学四（8）班 张奥琪
小记者证号 081188
我曾经观赏过亭亭玉立的荷花、芬芳
扑鼻的玫瑰、清香四溢的桂花……也许是
偏爱的缘故吧，我总是被校园里清新脱俗
的广玉兰给深深吸引。
俯身望去,最先映入眼帘的是那三株高
大的广玉兰，
它亭亭玉立，
是那么的与众不
同。
广玉兰真美啊！白的似雪，
粉的如霞，
红
的似火，
紫的如烟，
像一个个色彩斑驳的小
酒杯。花朵形态各异，惹人喜爱，有的紧闭
着，
像一个害羞的小姑娘；
有的绽开了两三
片花瓣；
有的全开了，
像个落落大方的少女
在展示着她的舞姿。广玉兰真多啊！你看，
三个一簇，
五个一群，
挨挨挤挤，
你不让我，
我不让你，
把树枝都要压弯了。
广玉兰真香
啊！你不用刻意走到树底下，
只要站在教室

门口，就能闻得到它的香味。晴朗的午后，
微风吹过，
带来一阵阵玉兰花的清香，
沁人
心脾，
顿时让我觉得神清气爽，
我的脑海中
闪出一句诗
“洁白无瑕满枝头，
淡淡幽香徐
自来”。广玉兰真奇啊！粗壮的树枝上开满
了花儿，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你仔细观
察，
却找不到一片叶子，
但你也不会觉得突
兀。
满树紫色的花，
像是笼罩着一层紫色的
纱，
如梦如幻，
令人沉醉。
我最爱雨中的广玉兰。雨中的广玉兰
显得更加鲜艳，晶莹的雨珠滚动在花瓣
上，是那么娇嫩，那么蓬勃。虽然雨后会有
许多广玉兰掉花瓣，令我感到十分惋惜，
但想起龚自珍的“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
春泥更护花”
，
我的心情一下子就释然了。
我爱广玉兰，爱它的芬芳，爱它的优
雅，
更爱它那与众不同的美。
（指导老师 夏琴英）

椒江云健小学五（2）班 姜泓伊
小记者证号 001281
走在回家的路上，突然闻到了一股清香,
我想一探究竟，便随着香气一路走去。香气
越来越浓，我也走得越来越快，不知不觉中，
我来到我们小区玩的地方。我观察四周大大
小小的桂花树，圆圆的桂冠把桂花衬托得很
美，分杈开来的枝叶密密麻麻；树叶两边有
很多的锯齿，叶脉密密麻麻的，好像一个蜘
蛛网。
一片已凋谢的树叶落在地上，我便将它
捡起来。它的顶部尖尖的，向上卷，好像一只
刺猬遇到了敌人，把身体卷成一团往下滚。
我正想着树叶的时候，发现桂花都像一个个
害羞的小姑娘，有的躲在树叶哥哥的后面悠
闲地乘凉，有的在窃窃私语，有的在唱歌。这
时我才发现，这里的桂花，有的稀稀落落，有
的开得密密麻麻，有的还只是一个花苞，像
一粒金色的小玉米。旁边一棵茂盛的桂花
树，给干枯的树木点缀了许多金黄色的钻
石。
它们形状不一，有的还是花骨朵儿；有
的才张开两三片花瓣，好像马上要怒放了；
有的已经绽放了，尽情地释放着自己香味。
我慢慢靠近桂花树，立刻闻到了一股心旷神
怡的香味，
令人神清气爽。
一阵风吹过，下了一场美丽动人的桂花
雨，桂花像一只只黄蝴蝶在空中优美地旋转
和飞舞，像一个个桂花兵带着降落伞降落，
像一朵朵蒲公英缓缓地飘落下来。风停了，
大地好像披上了一层细沙，顿时成了一片金
色的沙滩，捡起一朵桂花，仔细地观察，它有
四瓣花朵，像四位卫兵，守着花中心。它们在
一起就像仙女的喇叭裙，又像一只只小手
套。
桂花真香！秋天，就是桂花的主场，我爱
你们！

赤城山的
紫色“火焰”
天台外国语学校六（4）班 范静萱
小记者证号 871194
“赤城山脚是吾家，客若闲时来吃茶。吃
罢邀卿看栖霞，却见满山紫荆花。”
春天到了，
天台赤城山紫荆满园，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几天来，它成了网红，吸引了无数游客
争相前来。
老远就看到像城堡一样的赤城山，穿上
了一件与平时不一样的
“花”
衣裳。
有紫的、粉
的、黄的、绿的，斑斑驳驳。走到山脚下，就进
入了花的海洋。
闻到了阵阵淡淡的香气。
在享
受香气的同时，看见了绿色中的片片紫色，那
便是紫荆花，像一簇簇紫色火焰，
“烧”
遍赤城
山，又像紫云悠悠然然，还像天边的彩霞，紫
在山脚、山头。紫荆点缀着山头、山脚，一株，
一片，一山，角角落落里，到处都是紫荆的身
影，到处弥漫着紫荆的香味。紫荆与古塔、山
脉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春意盎然的画卷。
仔
细观察，会看见紫荆花色紫红，似仙子穿上紫
色衣裙在翩翩起舞，又似远处某人在微笑甜
在了心头，
还似蝴蝶停在了枝丫，陶醉了。
一批批的游客兴致勃勃，沉醉在花间。
人
在花中游，似在画中走。
游客们有的在拿照相
机、手机拍着紫荆花，赞叹不已；有的在专心
致志地欣赏美景，感受着紫荆满园的春天魅
力，呼吸着别样的空气；还有的就是凑热闹，
看看花、看看人群，在朋友圈发发动态，感受
爬山的乐趣，感受着生命的张力，感受着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
俗话说
“紫荆花儿开，幸福生活来”。
紫荆
花象征和睦、兄弟亲情，也象征繁荣。所以古
人也常用紫荆花来比喻故乡，寄托对家乡和
亲人的思念之情。
看着灿烂的紫荆花，就好像
看到了未来的幸福生活。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紫
荆花，灿烂在山上，
灿烂进我的心头。
（指导老师 施春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