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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十八世纪英国诗人雪莱的名

句“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不知唤起了几代人无限的遐想和憧憬，

也让我有了一种莫名的冲动， 以《春

天》为题，作为马立平九年级同学们

本学年的第二篇命题作文。当我读着

这些，如片片雪花飘进我信箱的 《春

天》时，我意识到，每个人都有属于

她自己的那一片春天。 

周悦涵 撰 

 

春天 

马立平九年级      梁润晴 

 放学了，我一推开校门，一阵带

着泥土清香的风轻轻地吹到我脸上，

温暖地抱着我。我知道，这是四季的

信使，飘过来告诉我 —— 春天就要到

了。 

  可是冬天，我最喜欢的季节，眼

看着也就要跟着地上的雪一起化走了。

只见还没睡醒的黄草，半心半意地探

出头来，打量着被融化的雪水染遍一

片暗灰色的楼房和人行道。 

我默默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手插

在口袋里，眼睛盯着沉重的脚步。四

周静悄悄的，对春天到来的失望，像

一团雾似地笼罩着我。我慢慢地抬起

头，透过雾，我看见人行道上溅起的

泥，路边渐渐消失的雪人，和满天的

乌云。树枝上的冰雪一滴一滴地掉下

来，几周前这些是还在天上飞舞的雪

花，而今天，像雨点似的洒到地上了。 

走着走着，我难得在路边看见了

一个纯白的雪块，这时候一辆车开了

过来，车轮把雪块也染成了暗灰色。

我又开始四处寻找，依然微微发光的

冬天的雪。我，静静等待着，这带着

笑容的冬天就这样走了？留下这一片

暗灰色的“春天”？ 

车轮在残留的积雪上留下了挺有

趣的花纹。我发现还有点像一串树叶

——是绿色的叶子！我抬头往上看，

树枝上有了几个新芽，我逐渐地又开

始对春天充满了希望。啊呀！天空中，

我又看到了一排飞来的大雁，它们兴

奋的鸣声充满了天空。太阳通过厚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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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云，开始微微地露出脸来了，粉橙

色的光倾泻下来，湿湿的马路顿时就

变成了一条发光的小溪了。阳光下， 

我突然看见了：树上的鸟窝，跳跃的

松鼠，天上的彩云...... 

即使在阴云密布的天气里，只要

用心寻找到周围的美丽，也肯定会找

到那隐藏着的春暖花开的一天。 

 

春天 

马立平九年级      鲍茜茜 

我走出门，看见树上的花开了，

地上的草变得绿油油的，鸟儿叽叽喳

喳地叫着。 我知道，春天来了。 

春天到了，小孩子们在草地上跑

来跑去，打滚儿，玩得非常开心。他

们的家长坐在凳子上聊天。 

我喜欢春天，因为春天的空气闻

起来很清新，有青草和雨水的味道。

我喜欢春天，因为冬天过去了，雪也

化了，天气终于变暖和了，可以穿短

袖短裤，不用穿厚厚的外套。我喜欢

春天，因为我可以出去骑自行车，还

可以和我的家人朋友一起去爬山和吃

野餐。 

春天是我最喜欢的季节，因为春

天不像夏天那样太热，也不像冬天那

样太冷。 

 

春天 

马立平九年级      徐安久 

当我听到外面的小溪潺潺的流水

声，当我听到屋顶的冰雪渐渐融化成

水的滴答声，当我放眼望去，外面的

草地一天天变绿了，绿树成荫，绵延

数英里时，我发现春天到了。这时，

动物们也不再冬眠，它们又回到了绿

色的世界。我打开窗户，温暖的空气

扑面而来。冬天的景色已经褪去，春

天真的来到了我的身边。 

冬天因为天气太冷了，我只好每

天待在家里，很少出去运动，只能有

时在地下室跑步机上跑步。我没有事

可干的时候，会打开电脑，浏览一下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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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来到改变了我的每日计划。

我可以去外面玩，比如骑自行车、打

网球、和踢球等等。 

春天也有很恼人的时候，空气中

飘散着大量的花粉。我对花粉过敏，

所以每天早上要打喷嚏。过敏就像蚂

蚁爬进我的鼻孔，让我不能集中注意

力地做作业。 

今天，我很想到春天里走一走。

我踩在翠绿的草地上，觉得小草像我。

它的生命，展现出春天一幅生机勃勃

的样子。 

春天是一年的转折点。它赋予了

植物新的生命，结束了动物的冬眠，

改变了我的时间表，也改变了世界。 

 

春天 

马立平九年级      杨宜乘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一切看

起来都很美。春天，到处是绿色的树

叶，绿色的草地上开满了鲜花。不过，

我不喜欢春天，因为学校没有假期，

所以春天是我在学校里感觉最漫长的

季节。每当开始开花的时候，我的花

粉过敏反应，也伴随着花草的生长，

一起来到。  

我最喜欢春天里的阴雨天。我很

喜欢听着雨的声音，它让我感到心情

很平静。下雨后，春天的白天时间变

得越来越长了，温度也变得越来越高

了。 

在春天里，你会看到许多家庭外

出春游，体验大自然的风光。他们野

餐，放风筝，或在树林里散步。你可

以看到盛开的鲜花，看到蜜蜂在花丛

中飞来飞去。在河边，你可以听到流

水的声音，看到鱼在河里游动的身影。

春天的空气，闻起来很香，有花和雨

水的气味。 

  虽然春天不是我最喜欢的季节，

但是春天还是很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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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 

马立平九年级      魏杰迪 

春天是一个很美丽的季节。春天

的草地，一片绿色，所有的花都开了，

很美。你如果喜欢雨的话，你就会更

喜欢春天，因为，雨，更有春天的韵

味，特别是四月的时候。 

 不过，我最喜欢的季节是冬天。

在我看来，冬天更美，雪从天而降，

到处都是洁白的世界，各种各样的节

日灯，妆点着圣诞节和新年。冬季还

有很多假期，虽然冬天唯一的缺点就

是有一点冷，但是我个人喜欢冷一点

的气候，所以冬天是我最喜欢的季节。 

人们对每一个季节都有各自的喜

好。比如说，秋天很美，而且温度很

不错，但是我最不喜欢的季节是秋天，

有一点无聊的感觉。 

很多人最喜欢夏天，因为你不用

上学，而且你能去做许多的户外活动。 

春天的温度，让你感到很舒服。

但是对于过敏的人，春天就变成了折

磨。不过根据民意调查，大多数人都

说春天是他们最喜欢的季节。 

 

 我的圣诞节.  

编者按：同学们的圣诞假期过得怎么

样呢？由于新冠病毒的肆虐，大家不

能出门旅游，不能走亲访友，连去逛

街看灯都成了有风险的活动。那么大

家找到快乐又安全的圣诞节打开方式

了吗？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马立平三年

级一班的同学们是如何欢度圣诞的

吧！ 

 

我的圣诞节 

马立平三年级（一班）     常馨元 

在圣诞节早上，我刚起床，妈妈

就对我说：“圣诞老人昨天晚上来给

你们送礼物了！”我和哥哥高兴极了，

飞快地跑到圣诞树前，果然看到一个

礼物。“为什么圣诞老人用的包装纸

和我们家的包装纸是一样的？”我问

妈妈。哥哥说：“因为妈妈就是圣诞

老人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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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圣诞节做的事 

马立平三年级（一班）     刘瀚文 

我在早晨醒来，看到了礼盒和灯。

所以我和家人做了圣诞树。装饰完树

后我们一直玩到下午，我们玩的乐高

是圣诞老人送的礼物。然后我们听了

吸尘器的声音，我们就去厨房看。我

们看到爸爸在用吸尘器。他告诉我们

要远离。所以我们远离了。然后我们

吃了午餐，我和我的小兄弟们继续玩。

直到晚饭后我们睡了。 

第二天我们去姥姥的家。当我们

到达那里时，我们要么玩植物大战僵

尸，要么和 Sam 玩。第二天午餐后我

们去了费城，我们看到了自由钟，开

车很久才回来，看到很多鸟，然后姥

姥给我们做了一顿很棒的晚餐。在最

后一天，Vincent 和 Sam 一起玩，午饭

后不久我们就离开了。开车回家很久，

我们想念姥姥和姥爷和 Sam。 

 

我的圣诞节 

马立平三年级（一班）   叶沁妤 

我兴奋地从床上跳起来。我要找

我的圣诞礼物了！虽然我只有一个礼

物，但是它是很大很大的呀！我有一

个游戏家十二合一经典桌游游戏，我

可以玩很长很长的时间。 

弟弟跟我看了动画片《功夫熊

猫》。然后我们去我朋友的家，我就

可以看到他们的新狗狗了！它很好笑

的，我们一进门它就小便了！这只狗

狗的名字叫奥利奥，就像奥利奥饼干，

因为它有黑色和白色的毛。 

在朋友家，我们玩了捉迷藏。我

朋友帮助我找了一个躲藏的地方。然

后我们吃了饭就回家睡觉了。 

     

我的圣诞节 

马立平三年级（一班）     朱林风 

今年的圣诞节很好玩儿。我和爸

爸妈妈都去了我的好朋友 Alan 的家，

他住在康州。我的另一个朋友 Jasmine

也来了，她跟我睡一个床。我们在晚

上不睡觉，并且偷偷读书。爸爸妈妈

用摄像机发现了我们。我们还去滑雪

了，但是妈妈没去。我和 Alan 可以自

己上坡和下坡。我们还玩了很多电子

游戏。我还想再去一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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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故事 

马立平三年级（一班）     潘雨涵 

我的圣诞故事开始了。周六，还

有五天就是圣诞节了。我今天又要到

Ella 家去了，我要到那里去滑雪，和

跟朋友们玩。 

前天，我在 Ella 家把脚冻伤了。

昨天，我被妈妈骂了。可是我今天不

会把脚冻伤了，也不会被妈妈骂了。

妈妈把我和弟弟送过去，一一、Ella

和 Yoyo 都在。Ella 和我一样会害怕滑

雪，Ella 的哥哥 Lucas 在一个滑雪坡上

做了一个坡道（ramp）。我问一一：

“一一，你可以和我一起上 ramp 那里

吗？”“可以，”一一说。我和一一

就坐到了滑雪板上。我刚要说我不想

在坡道上滑，我的爸爸就松手了。然

后，我们就起飞了。 

滑完的时候，我的屁股很痛。

Vincent 说，滑 ramp 屁股都会痛。我

后来滑了很多遍。晚上四点，我还滑

了“超速快坡”（ super speedy fast 

ramp）呢。就这样，我就不害怕了。 

 

圣诞节 

马立平三年级（一班）     王可儿 

今年因为有新冠病毒，圣诞节我

们不能出去旅行，我和我的家人在家

里包了饺子。 

一开始，我的妈妈试着揉面。可

是，她做的面团太硬了，不能用来做

饺子皮。于是，我说我来试试揉面团。

我做的面团不硬也不软，刚刚好。 

面团做好以后，我和爸爸，妈妈，

哥哥开始做饺子馅，是猪肉和白菜。

我们都剁了肉馅。爸爸切好白菜，里

面的水要挤掉。 

妈妈说，做饺子皮的面团要醒一

个小时。面团醒好了，我们就开始做

饺子皮。妈妈先把面揉成一根长条，

然后爸爸切出一个个小块。我用擀面

棒把它们擀成扁扁的面皮。妈妈和哥

哥包饺子，爸爸照相，我擀饺子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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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完饺子，妈妈用一个大锅煮饺

子。吃饺子的时候，我吃到了一个特

别的饺子，里面有一块苹果。我觉得

自己做的饺子比商店买的更好吃！我

希望明年圣诞节我能学会做其他的食

物！ 

 

 

我的圣诞节 

马立平三年级（一班）     王安瑞 

在圣诞前夜，我和妈妈弟弟一起

看了一部电影叫《疯狂原始人二》。

在这之前，我们还看了很多集的

《Bluey》。我们吃了很多美食，有蛋

炒饭，巧克力，和豆卷。 

 在圣诞节早上，我们迫不及待打

开自己的礼物。我从圣诞老人那收到

的礼物有：装着一份旧报纸的透明盒

子、毡纸、荧光笔、一张刮刮地图、

一套闪光笔还有彩色水笔。外公外婆

送给我一套冰雪公主的乐高玩具。爸

妈送给了我一个很酷的桌面游戏叫

《Braintopia》。弟弟也给了我 70美分

和一张 Pokemon 卡。远在印第安纳的

西西阿姨给我寄来了一个哈利波特主

题的 3D 拼图。 

吃完早饭，我把地图贴在墙上，

拼了一会儿乐高，还玩了几轮《Brain-

topia 》。其中，我最喜欢的是玩

《Braintopia》。游戏并不复杂，但是

充满挑战性。如果我赢了， 我会很高

兴；如果我输了，我也不介意，因为

游戏很好玩。 

唯一的遗憾是，我和弟弟太馋了，

吃掉了做圣诞蛋糕的草莓，最后只好

吃纯巧克力做节日甜点。这是一个开

心的圣诞节。 

 

我的圣诞节 

马力平三年级（一班）         谢盈 

圣诞节前夕，我去看灯展，我看

到了很多灯。有的是耶稣，玛丽亚和

约瑟。有的是旋转的灯光，投影仪把

灯光照射到墙上。我家隔壁就有很多

灯，扶手、屋顶、墙上都是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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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那天，我打开我的朋友送

给我的礼物。第一个礼物是个好玩的

玩具。第二个礼物是个手链。第三个

礼物是好吃的饼干。那个礼物是我妈

妈的朋友送给我的，我很喜欢那个手

链。 

圣诞节过后，我和我的朋友一起

玩，玩了大约两个小时。那天我还去

看了几个学校。那些学校很漂亮，每

个都有操场。我们照了照片，真的很

好玩。 

我过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圣诞节，

我希望每天都是圣诞节。 

 

我的圣诞节 

马立平三年级（一班）     郑明恕 

我的圣诞节很开心。我吃了大餐。

又打了网球。我吃了肉，菜，牛尾骨。

我们装饰了圣诞树，不小心把玻璃球

打碎了。玻璃片掉到地上，但是我们

找不到。圣诞快乐！ 

 

我的圣诞节 

马立平三年级（一班）     郝敬贤 

这个圣诞节，我吃了和牛和猪肉

（我爸爸做的，我帮了忙），真好吃！ 

因为新冠病毒，我的外公外婆和

我的姑姑没有来。所以，只有我，爷

爷奶奶，爸爸妈妈和我的妹妹，我们

一起过了节。 

我和我的妹妹得到了很多礼物，

我最喜欢的礼物是姑姑给我的音乐垫。 

这个圣诞节真有趣！ 

 

我的圣诞节 

马立平三年级（一班）     郭熠辰 

今年圣诞节的时候，爸爸妈妈带

我去新泽西的朋友家过节。朋友家有

一位和我差不多大的小朋友，名字叫

艾米丽。 

因为外面太冷了，我们早上就在

她家的地下室踢足球。虽然我们才刚

见面，但我们很快成了好朋友了。 

有了新朋友，也不能忘了老朋友

啊！中午吃完饭，我和我的老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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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zoom，互道新年快乐！大家都很

开心，因为好久没有见面了。每个人

都表演了节目，有的人拉了大提琴，

有的人跳了舞，我弹了钢琴。 

这真是一个快乐的圣诞节呀！ 

 

我的圣诞节 

马立平三年级（一班）     陈浩天 

平安夜的早上，我拿出电脑去

Google 看看有没有好玩的圣诞节游戏。 

 

我发现一个网站，那个网站可以追踪

圣诞老人。我进到网站，发现网站有

游戏。那个网站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游

戏。我和姐姐玩游戏，每过一会儿我

和姐姐会看看圣诞老人在哪里。晚上，

我和姐姐做饼干给圣诞老人。饼干烤

好的时候，我们把一些饼干放在圣诞

树下面给圣诞老人，剩下的饼干我们

吃了。最后，我们把圣诞节的礼物放

在圣诞树下面。我希望明天早上能收

到自己喜欢的礼物。 

 

 有感而发   

编者按：同学们写作文的时候，是不

是有时会觉得并没有经历什么特别有

趣特别有意义的事情而写不出来？其

实，只要你多观察多思考，写作的灵

感是可以在琐碎平凡的日常中提炼出

来的。下面这位同学的文章就是一个

很好的例子，在一次看似平常的经历

之后，仔细回想，得到感悟，记录下

来，为下一次攀登高峰积累信心和勇

气。 

 

半途而废 

美洲华语八年级          钟霖 

有一次，我和父母一起徒步旅行。

爬山的路几乎都是上坡的，一路景色

很美！在徒步的中途，我感到消耗了

我的大部分能量，准备放弃了。当我

表示我很累之后，我们停下来休息了

一下。在休息期间，我们讨论了我们

是应该回头还是继续爬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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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说我们应该完成徒步旅行，

因为山顶的风景很优美。其他人，包

括弟弟和妈妈，都想回头。最后少数

服从多数，所以我们转过身，放弃前

行。 

可当我们回到了停车场，我们意

识到我们是半途而废，错过了登高望

远的好机会，真可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