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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爱的季节 

       马立平八年级 李泓成 

         指导老师  朱 蓓 

    我最爱的季节是夏天，夏天里有很好的天气，很多的美食，还有很多的自由时间。 

    夏季的美食又好吃又健康。我和弟弟很喜欢去我们家附近一个叫 Kimball farm的农场玩。在那

里，我们可以吃到好多美食，比如冰淇凌。夏天是吃冰淇凌最好的季节，虽然冰淇凌好吃，但不是很健

康，吃多了也影响身体。我们也会吃其它可口又健康的食物，比如凉粉。夏天很热，人们需要吃新鲜的

蔬菜和多汁的水果， 比如莲藕，玉米，冬瓜等蔬菜，西瓜，苹果，和橘子等水果。很多蔬果，像莲藕

和西瓜，夏天里最好吃。 

    夏天的天气很好。春天里有太多花粉，秋天经常刮风，冬天太冷了，虽然夏天有时热一点，但总比

其它季节的天气好很多。我们进出家门无需更换衣服，可以随时出去玩耍，不会像在冬季下大雪时，要

整天呆在家里。 

    和其他季节相比，夏天里我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学校放暑假，我们有三个月左右的闲暇时间，不像

上学时那么紧张，可以在外面做我门喜欢做的事，像踢足球、钓鱼、爬山、看瀑布，沿着湖边散步或骑

自行车去欣赏大自然。我们一家人也可以去度假。记得 2016 年的夏天，我们全家去了黄石公园

Yellowstone  park。那是一次有趣又好玩的旅行，我至今记忆犹新，真想再去一次。夏天里我们有更

多的时间出去锻炼，就会有好身体，不容易生病。 

    夏天真是最好的季节，尽管有些时候可能有虫子，但是相比其他的季节，我还是最喜欢夏天！ 

指导老师评语：写出了自己对夏天的喜爱，归纳得不错。黄石公园的旅行可以多写几句，来支撑“记

忆犹新”。 

评审老师评语：主题和中心思想都非常明确。开篇和结尾相互呼应，自然而准确地点题。文体很明确，

结构和层次分明。三段分别从天气，美食和自由时间三方面表达中心思想。语句通顺流畅不失生动、逻

辑性强，用词准确，详略得当。文章不仅列举喜欢冬季的原因，而且通过将冬季和其他季节对比，从不

同角度表达主题。 



我最喜爱的季节 

      马立平八年级 万紫瑶 

      指导老师  朱 蓓 

    记得小时候，在一年的暑假，我参加了一个夏令营。在那里，我交了一个好朋友，我们总是会一起

画画。一天，她认出了夏令营后面公园里的一些植物。当她拔出一个绿色的植物放到嘴里时，我大吃一

惊。我的朋友在吃一个神秘的植物吗？她对我笑了笑，给了我一片叶子，并告诉我这个植物是薄荷。接

着，我们把这些植物变成了小“药”，我们也会从树上摘各种叶子。过了不久，我们俩又交了更多的朋

友，也教他们如何把植物变成小“药”，如何摘叶子。不知不觉中，那个夏令营结束了。但是那个夏天

还没有结束，我又继续参加了一个网球夏令营。 

    在网球夏令营的第一天，我又遇到了一个女孩，我们很快就成为了好朋友。我们每天一起锻炼，打

网球，坐在外面吃中午饭，游泳。游泳池旁边有一个小热水浴缸，可惜我不能用，因为只有大一点的孩

子才能进去。我们经常在水中玩游戏，比赛游泳。在夏令营最后一天，我们举行了一次网球比赛。那

天，我没有得第一名，但我还是很开心。夏令营结束了，到了对朋友说再见的时候，我有些难过。但这

里给我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我也很高兴，我期待着每个夏天可以上夏令营的日子。 

    我最喜爱的季节是能够交新朋友的季节，是可以和朋友们一起摘叶子的季节，是在游泳池里玩水的

季节，是打网球比赛的季节。我最喜爱的季节是夏天。 

指导老师评语：角度很新颖，结构不错，结尾处点睛尤其好。整篇文章很有爱，写出了朋友之间珍贵

的情谊。希望你每个夏天都可以找到新朋友，享受纯真的友情和快乐的夏天。 

评审老师评语：作者通过讲述自己在夏令营交朋友的过程，循序渐进地在最后一段明确表达主题和中

心思想。前面两段用大篇幅讲述自己在夏令营交朋友的过程，最后水到渠成的引出观点和主题。文章语

言流畅自然，能让读者不由自主地进入画面情景。字句之间能够感受到温馨的气氛。文章视角新颖，从

收获友谊自然过渡到对夏季的喜爱，更能让人相信作者为什么对夏季情有独钟。 

 

 

 

 



我最喜欢的季节-秋天 

暨南八年级  朱杰铭 

指导老师   屠宁君 

    我最喜欢的季节是秋天。大自然的秋天很迷人，有些树的叶子红得像火一样热烈，有些叶子黄得像

金子一样灿烂，厚厚的树叶铺在地上像一床暖和的被子。小鸟欢快地飞来飞去，松鼠忙碌地跑来跑去，

搬运橡果。大自然的秋天是一片欢乐忙碌的景象。 

    在秋天里，人类也会有很多收获。首先，秋天是丰收的季节，农民在这时会摘采成熟的苹果和南

瓜。其次，九月份也是开学的时候，漫长的暑假结束了，孩子们都要回学校学习了，他们又兴奋又激

动。只是 2020这一年和往年不一样，因为新冠病毒在春季爆发，为了减缓病毒的传播，所以同学们从

春季开始社交隔离，就没有去学校上课了。希望疫情能快快结束，大家又可以见面了！ 

    为什么秋天比春天还好呢？我认为首先，因为秋天比春天干燥，雨天不多，小朋友们可以在室外玩

的时间更长。  第二，春天超多的花粉，让很多人因过敏而十分难受；而秋天花粉较少，对人的影响

小。最后，春天还有很多雪还没化，所以会有很多泥巴，太脏了！而秋天让人有一种清爽洁净的感觉。 

         跟夏天和冬天比，秋天气温适中，不是很热，也不像冬天那样寒冷。夏天实在太热了！每天都是

80-90°，会让人热得大汗淋漓，结果衣服汗湿了，还会让人很痒。夏天还有太多蚊虫，而秋天这些蚊

虫都消失了。冬天天寒地冻，需要穿外套，皮肤也会很干燥。而秋天不冷不热，穿衣服随意舒适。 

每个季节都有它自己的好处和坏处，可是毫无疑问在我心里秋天是最美的！ 

指导老师评语：主题明确，切题，内容具体，有思想，感情真挚；结构布局严谨自然完整，层次分

明；语句通顺流畅、符合逻辑，描写生动、形象，语句优美；标点使用 正确，无错别字。 

评审老师评语：主题非常明确，通篇围绕秋天展开，感情真挚。文体明确,布局严谨完整,层次分明，

最后完美收尾。写作技巧运用出色合理，对于秋天的描写细腻动人。开篇即引人入胜，后面笔力稍有不

足，但瑕不掩瑜。 

 

 

 

 

 



我最喜爱的季节-夏天 

暨南八年级 赖冰涵 

指导老师  屠宁君 

 

    虽然我爱所有的四个季节，但我最喜欢的季节是夏天。夏天的温暖和阳光总是带给我快乐。我看到

的，听到的，闻到的，摸到的和吃到的，都充满了活力。 

    每天早晨我一醒来，火热的太阳从窗户里照进我的房间。明亮的天空飘着白云，看起来像蓬松的棉

花糖。五彩缤纷的花朵对着太阳微笑，比彩虹还美丽。郁郁葱葱的树随着柔和的微风摇曳，翠绿的叶子

沙沙地响起来。 

    我窗外的鸟儿唱起一首欢快的歌，来欢迎夏天的到来。外面，草刚刚割完，一阵青草的气味飘进了

屋子里。我在家门口用多色的粉笔画出各种形状和图案，把整个车道变成一幅画。回家的时候，马上就

能吃到一块又大又甜的西瓜，接着一口一口的吞咽下一杯甜蜜的果汁，真是太痛快了！ 

    暑假里，我还能陪着朋友和家人们出去旅游。我们可以随时去沙滩，一边玩着海水，一边享受各种

美味的冰淇淋。我踏进冰冷的海水，蓝色大海中的水在沙滩上来回冲着。当我冲向闪闪发光的海浪时，

我闻到了海水咸淡而新鲜的气味。海风和这如诗如画的风景真是太美了！ 

    在夏天，我还可以自由，放松地享受周围的世界和大自然的气息。每一年夏天都给我留下了美好的

回忆。我爱夏天！ 

指导老师评语：主题明确，切题，内容具体，感情真挚；结构布局严谨自然完整，层次分明；语言描

写生动、形象，语句优美。 

评审老师评语：主题明确,切题,内容具体，如诗如画。结构布局严谨自然完整,层次分明，娓娓道来。

表达清晰动人，让人感受到了夏天的种种美好。比喻形象生动，恰如其分，夏天的云花树草，身临其

境。 
 

 

 

 

 

 

 

 

 

 

 

 

 

 

 

 

 

 



我最喜欢的季节-冬天 

暨南八年级  杨苏瑜 

指导老师   屠宁君 

 

    冬季是我最喜欢的季节，如果你养过斗牛犬的话，也许你会觉得它很像冬季的样子。 只看外表的

时候，它真的让人很不愉快。波士顿有着漫长的冬季，也经常下雪。每场大雪过后，道路被雪覆盖，大

量的雪要铲除，加上刺骨寒冷和极端干燥的天气，这些都使它看起来很糟糕。但是，如果仔细观察并体

验它，你会发现冬季其实是一个非常生动有趣的季节。你可以在雪地里玩，做冬季特有的体育运动，还

可以享受那些只属于冬季 的美食和饮料。 

    我喜欢冬季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可以在雪地里玩耍，例如玩雪橇，堆雪人，打雪仗，甚至把自己和

朋友们埋在雪中! 我最喜欢滑雪橇，坐着雪橇滑下山坡，感觉冬天的风吹拂在脸上，真是太刺激了！ 

    我喜欢冬季的另一个原因是冬季的体育运动。只有在冬季，你才可以尽情享受滑雪， 单板滑雪和

滑冰等许多活动。我经常玩滑雪和单板滑雪，有趣极了！单板滑雪是我最喜欢的运动，踩着雪板，沿着

一条长长的雪道滑下，聆听雪板下积雪的声音， 对我来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感觉。在感受这种幸福

快乐的时候，世界上的其他一切似乎都在消失了。 

    最后一个让冬季的原因，是因为冬季的食物和饮料。冬季的饮料，有热巧(HotChocolate)，苹果酒

(Apple Cider)，蛋酒(Eggnog)， 这些都是我的最爱。热巧克力是最美味的饮料，在寒冷的天气，人们

格外需 要这种又香又甜的热饮料。在冬季。我们还能常吃一些美食，例如土豆泥，通心粉，奶 酪，以

及烤鸡，每一样我都非常喜欢。 

    我最喜欢冬季，因为可以在蓬松的白色雪里玩耍，可以享受各种冬季运动，还可以吃很多美味食

物。冬天真是太美好了！ 

指导老师评语：主题明确，切题，内容具体，有思想，感情真挚；结构布局严谨自然完整，层次分

明；语句通顺流畅、符合逻辑，描写生动、形象，语句优美。标点使用 正确，无错别字。 

评审老师评语：主题明确,切题,内容具体,有思想,感情真挚, 喜欢冬天的原因层层递进，有理有据，条

理清晰。表达清晰明确，对于滑雪的热爱之情跃然于纸上。开篇的比喻有趣，中间滑雪对于自己当时的

感受描写细腻动人。 

 

 

 

 

 

 

 

 

 

 

 



冬天 

暨南九年级  姜如意 

 指导老师   李冬菲 

         啊！冬天呀！白白的雪在地上像一个大白被子。每年冬季我和朋友都喜欢去滑雪。我从五岁就开始

滑雪了，已经滑了十多年的雪了。我们一般会在离我们镇二十多分钟路程的 Wachusett 滑雪场滑雪，那

里有三个按绿、蓝、黑分等级的滑雪道。绿道是最简单的，黑道是最难的，蓝道是在前两个中间。

Wachusett 的三个雪道缆车学到是按等级区分的。山上还有一个小一点儿的雪道缆车叫 Vickery Bowl 

Triple。 

        我最喜欢滑的是 Wachusett 的黑道。一般人不喜欢滑冰比较多的雪道因为很危险，经常有事故发生。

我喜欢刚下完雪去滑雪，因为山上的冰会被刚下的雪盖住，就不容易摔跤了。一起滑雪的朋友多时，我

们会玩儿一个比赛，比谁先从山顶滑到山底，很好玩！ 

        有时候雪场的温度会达到零下二十几度，很冷！我们虽然放了暖宝宝在我们的手套和衣服里，但是

我们的脚指头冻得像冰一样，手指头也都动不了。这时候，我们就会去山上的一个小屋去买吃的和暖身。

我特别喜欢买那里的刚出炉的像脸一样大的点心，它们特别好吃。 

        冬天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没有什么咬人而且让人心烦的小虫子。蚊子、蜱虫、苍蝇、马蜂等等都

失踪了。 

        还有一个我喜欢冬天的原因是我怕热。别人可能不爱寒冷的天气，但是我特别喜欢。一到夏天我就

觉得自己像一块放在烤箱里的冰，正慢慢地化着，不知什么时候会化成一滩水。 

         所以我觉得冬天是四季里最好的季节，并且能滑雪是我更喜欢冬天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 

评审老师评语：主题明确,切题,内容具体,感情真挚。首尾呼应，紧扣主题，第一段过于冗长，分到中

间段落较好。语言朴实通顺，表述清晰，过于朴实了一点。通篇洋溢着对冬天的喜爱之情，让人深受同

感。 

 

 

 

 

 

 

 

 

 



我最喜欢的季节 

马立平 7A  刘亦然 Jason Liu 

指导老师      徐静 

    我最喜欢的季节是冬季。 

    我最喜欢冬天里下雪。因为我可以和我的朋友一起滑雪, 我喜欢去 New Hampshire 滑雪。因为 New 

Hampshire 有更多雪，也有更高的山。我最喜欢的山是叫 Mount Sunapee，雪道很长，有很多雪道可以

滑。我们可以开车两个小时到那。冬天也给我借口呆在屋里。下大雪的时候，我就可以不上学了。外面

大雪飘扬，大地一片银白，反映着太阳的光。树枝穿着银色外衣，很漂亮。 

    我喜欢冬天的晚上。冬天没有虫子，我最不喜欢虫子飞在屋里。冬天太冷了虫子活不下了， 我就

不需要担心有虫子咬我。我喜欢冬天比较冷，太热我不能睡觉了。冬天有长长的夜晚，夜空很漂亮。你

可以看见很亮的星星，也可以看见色彩斑斓的 Nebulae，我是喜欢用望远镜看他们。 

    冬天也有很多假期像圣诞和新年，每家每户都装饰的很漂亮，有假期就有很多的折扣。我的家也会

开聚会，有很多好吃的食物，也可以跟我的朋友们一起玩。可是现在不能了，因为 Covid-19。 

    冬天是我最喜欢的季节，我每年都期盼着冬天的到来。 

指导老师评语：段落清晰，主题明确，理由充分，语句通畅，虽然有些地方偏英文句式，但不影响整

体阅读感。 

评审老师评语：主题鲜明， 内容充实很有自己的特色。结构完整，开头点题，中间分几段说明了自己

喜爱冬季的原因。语言表达上有英文思维的痕迹，语句基本通顺，不影响理解。小作者童言童趣，表述

了自己强烈的喜恶，细节丰富有感染力。 

 

 

 

 

 

 

 

 

 

 

 

 



我最喜爱的季节 

马立平 7A  高睿康 Raymond Gao 

指导老师 徐静 

    我最喜爱的季节是冬季。冬季里下大雪之后，我和妹妹可以去外面堆雪人，扔雪球，做城堡，还可

以在我们的后院里滑雪橇。我们的手脚和耳朵都冻得冰冷，但是回到家，喝过一杯妈妈给我们准备的热

巧克力，全身都暖和过来了。 

    我的生日离圣诞节很近，所以我会收到双倍的礼物。我最期待的就是在圣诞节早上可以和妹妹一起

撕开礼物的包装纸看看有什么礼物。妹妹就会问我：‘‘惊不惊喜，意不意外？’’然后我们就会一起

玩我们新收到的礼物。 

    冬天还有两个星期的假期，有时候我们全家能去温暖的海滩度假，有时候会呆在家里，就可以去做

我最喜欢的冬季运动—滑雪。 

    在我小的时候，我和爸爸一起去滑雪学校学滑雪。我学得非常快，比爸爸学得更快，很快就升级到

蓝道。我很喜欢上山的缆车，但是在缆车停下来的时候，它会前后的晃动，我会有点害怕，但我很喜欢

看山上的景色。白雪盖住了天空以下的一切，我在秋天爬山看见的各种颜色的叶子都消失了，四周都很

寂静，只能听到风吹和缆车运行的声音。从山顶滑下去，我比爸爸滑得快，有时能听见他在大声提醒

我：“滑得慢一些！”可是我一心想要快快滑倒山脚下，那里还有海鲜杂烩汤等着我。 

    去年，妹妹已经学会了基本的滑雪技能，本来我们今年想要一起去滑雪的。但是因为有 COVID-

19，我们可能不能去了。我强烈的期待在 2021年可以有一个好的滑雪季节。 

指导老师评语：一篇结构工整的作文，很自然地展现了这个家庭的温馨。语言也流畅通顺，很生活

化，对于自己喜爱的活动也有很细节上的描述。 

评审老师评语：主题明确，以冬季里让作者喜爱的各种事来突出主题。逐一叙述在冬季里喜爱的事或

活动，说明自己喜爱冬季的原因。语言朴实，生活化。段落之间有些欠缺承上启下的关联词。没有很炫

的词语，但整篇文章自然轻松，喜爱的心情跃然纸上。 
 

 

 

 

 

 

 

 



我最喜欢的季节     

马立平 7A 陈思宇 Steven Chen 

指导老师  徐 静 

    为什么秋天这么美丽？ 为什么秋天就像一个动物的天堂？为什么秋天这么舒适？我真的不懂秋

天。秋天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季节，它会启发我去想很多的问题。 

    一个秋高气爽的早晨，我刚睁开眼，就看到橘，金，红，黄，绿，五彩缤纷的颜色闪烁在我的眼

前。我像是在做梦一样看到这么漂亮，这么美丽的颜色。我穿好衣服，看向窗外，就感觉我在一个层林

尽染的森林里漫步。有时看到火鸡妈妈带着一群小火鸡们出来找吃的。有时看到几只小松鼠在蹦蹦跳跳

地玩耍，有时看见各种各样的鸟聚集在一起，像开一个音乐会一样。我真是觉得我在一个热闹的动物天

堂。我不知不觉得走了出去，感受到外面凉爽的空气，自己像在一个既安静又舒适的地方感受着大自然

的魅力。我深吸了一口气，“哈~~~~~~。” 我闻到了一种大自然独有的气味，让我觉得自由自在，无

忧无虑。秋天真是太特别了！ 

    到了傍晚，我又出来感受秋天的奇妙。夕阳西下，金黄色的树叶在晚霞的照映下熠熠发光。一阵秋

风吹过，让我感受到了像有一个人在帮我舒展，放松。我觉得秋天就是这么特别。一会儿五颜六色，五

彩缤纷。一会儿像动物的天堂。一会儿像大自然赶走了我心中所有的悲伤和忧虑。我最喜欢秋天。 

指导老师评语：这篇文章着重对于秋天景像和自己心情的描写，语言细腻形象，很生动的一篇散文。 

评审老师评语：主题鲜明，以提问的方式展开和推进。结构属于自问自答，向读者表达对秋天的喜

爱。第二段的行文很出彩，有各种感官的体会，也有排比句的运用。成语，排比句和较为丰富的联想都

使文章更加感染读者。第一段的多个问句，使用得不恰当。 
 

 

 

 

 

 

 

 

 

 

 

 

 



我最喜欢夏天 

马立平七年级Ｂ班  汤奕华 Tang Jeffrey 

                                  指导老师  张凤兰 
 

         我最喜欢的季节是夏天。夏天抬眼望去，田野里到处都是绿色。花园里开着各式各样的争妍斗艳

美丽花朵。就连山里到处都是绿的草和五颜六色的鲜花，有的是知道名字的，有的是叫不出名字的，漫

山遍野盛开着色彩斑斓的花朵…… 

         有一天，我在树林里睁开他的眼睛。透过树枝，看见红彤彤的云霞。我知道这是太阳刚升起来的

时候。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可是很喜欢这样子一直躺着，看着淡绿色的叶子和红云，听着

动听的鸟叫。就这样快乐地享受着生活的美好。突然，看见一只棕色的小蝉飞过来，就想去抓住那只

蝉，也不明白为什么。我猛地站起来去追蝉。追着追着，不知道多长时间了，天渐渐地更亮的，可是一

点也不觉得时间在不停的流逝。 

         我把蝉追到一个村庄，到处寻找那只蝉，找来找去，却怎么找也找不到。于是，到处张望，看到

一个妇女在喂着猪，接着，看到一个老头背着一个筐，里面装着很多各种颜色的菜，那老头摇晃着走进

院子里。他还看到一个小姑娘给一些浅紫色的花浇水。哇，好个美丽的夏天！每个人都在欣赏着夏天，

享受着夏天带给我们生活的美好。 

         我追蝉追了这么长的时间，追得很累也很饿了。终于，他看到了一个饭店，牌子上写着金灿灿的

字。他就走进饭店里，去吃一些东西… 

评审老师评语：主题内容通过独到的想象和细腻的描写生动地展现了出来。作者将夏天生活的美好用

自己独特的视觉呈现在读者面前。小作者用想象的眼光看到夏天的景象，画面感很强，全文结构随着自

己的想象展开，很独到。语言不失亮点，情景交融，描写细腻，在想象的空间里展现一幅幅夏日的景

象，而且画面很新颖，最后好似带读者走进了一个农家小院。不过，结尾第三人称“他”的引入让人有

点困惑。这篇文章的最大的亮点就是小作者独到新颖的想象力，以及将想象用富于色彩的词语勾勒出

来。 
 

 

 

 

 

 

 

 

 



我最喜爱的季节 

马立平八年级  敖楚晴 

指导老师   朱蓓 

    我最喜欢的季节是秋天，在新英格兰过秋天是很独特的经历。新英格兰的地理位置偏北，从九月底

就开始进入秋季，叶子也悄悄地开始变颜色。这时候天气不太冷也不太热，大家都在户外尽情享受这一

年中最美好的时光。渐渐地，桃子、苹果都相继熟了，人们可以去果园采摘最新鲜的水果。不知不觉

中，树上的叶子已经五彩斑斓。这时候出去郊游，到处是色彩缤纷的美景。 

    秋天有我两个最喜欢的节日，万圣节和感恩节。在万圣节，我会和小朋友们一起去要糖果。感恩节

是团聚的节日，和家人朋友们一起吃火鸡晚餐对我来说是一年中最有趣的时候。 

    我喜欢秋天，因为秋天代表变化。它不仅代表季节和天气的变化，还有生活的变化。暑假结束的时

候，就是秋天了，我们需要回到学校正常地上课学习，没有那么多闲暇空余的时间。从悠闲的夏天过渡

到繁忙的秋天，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比较突然，但是我很喜欢每年的这个转变的阶段，因为这让我感觉到

了时间的流失，让自己回想这一年所做的事情，然后做计划去完成没有做到的事情。 

    今年的秋天由于病毒的影响，跟往年很不一样。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家上课，没法像以前一样

和家人朋友们出去进行秋天的活动。希望明年的秋天能恢复正常，我们大家可以又像以前一样享受新英

格兰的秋天。 

指导老师评语：行文流畅自然，“秋天代表变化”这部分很不错，写出了自己对秋天的理解，有总结

有计划。结尾和今年的病毒联系起来很好，呼应开头，也给未来带来更多的希望。 

评审老师评语：作者从自己在新英格兰地区的独特感受明确主题和中心思想。三个段落和一个总结段

落，从秋景，节日和变化三个方面描述喜欢秋季的原因。行文流畅自然，用词比较丰富。文意合理不失

逻辑。“秋天代表变化”是一个独特的视角，并且用回校上学，从悠闲到繁忙来表达喜欢变化的原因。 

 

 

 

 



我最喜欢的季节 

        马立平八年级  廖雅晴 

         指导老师    朱 蓓 

    我最喜欢的季节是冬天。想象着坐在火炉旁边，喝着热巧克力，穿上毛绒绒的袜子，盖上暖和的毯

子，看电影，多么温暖舒服！ 

    如果外面下雪，景色像一个白色仙境——白树，白雪，很美。冬天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比如滑雪，

滑冰，滑雪撬，堆雪人儿，购物。 大家戴上手套，帽子，耳罩，围巾，穿上大衣和雪靴高兴地玩儿，

虽然天气很冷，但是大家都感到很热闹。 

    另外，寒冷的天气里可以喝热巧克力，茶，汤或者吃中国特色火锅，火锅的食材都很新鲜，大家围

在一起吃得热乎乎的，感觉很开心很舒服。 

    装饰圣诞树是节日里我最想做的事情，当圣诞树亮起来，我的心情很兴奋。还有，买圣诞礼物，包

圣诞礼物，交换圣诞节礼物都很有趣，也让我感到很快乐。圣诞节之夜让每个人都充满期待。每年圣诞

节，我和我的朋友有一部必看的电影“The Grinch Who Stole Christmas”，我也会播放圣诞节音乐，

家里充满欢乐的节日气氛。 

    冬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中国传统节日，农历新年。小孩子都很期望在过年的时候收到红包，就像在

美国，小孩都期望着圣诞老人和他的驯鹿。 

    虽然今年冬天会不同，我还很期待看电影，欣赏外面漂亮的雪景，喝热巧克力。我也期待着和家人

朋友们围坐在火炉旁边享受温暖，一起吃火锅、过新年。 

指导老师评语：表达自然流畅，写出了自己在冬天里的真情实感，让读者也感受到了冬日里的温暖。

评审老师评语：作者通过描述自己在冬天里的真情实感明确主题和中心思想。文章结构完整，开篇简

明扼要，中间从雪景，冬日活动，美食和节日风别精炼有序地表达主题。语言比较平实自然，通俗易

懂，贴近生活，但是略乏新意。细致地描述生活细节，非常有画面感。 

 

 

 

 



我最喜爱的季节 

      马立平八年级   邵美滕 

       指导老师     朱 蓓 

夏天是个酷热的季节。夏日里，虽然盖着很薄的夏被，夜里依然汗出如浆，在清晨转瞬即逝的清

凉中醒来后，又是预期中的烈日炎炎和挥汗如雨。我会尽我所能地驱赶着热，扇扇子，抱冰袋，甚至学

狗狗那样伸舌哈气... 

秋天是个骗人的季节。看那树梢枝头上满是华丽灿烂的暖色，你一定会为这美丽的秋色沉迷，赞

叹着凝视着，直到你意识到这些叶子快要枯萎了。当它们从树上跌落下来时，代表着它们的生命之火燃

尽了，曾经的绿意盎然变成了空空的骨架，死气沉沉。寒风吹着地上的树叶瑟瑟发抖，预示着冬天即将

来临。 

冬天是个冻到一切凝滞的季节。雪，以它的看似冰清玉洁（实际上是寒冷的恶魔）迷花了我的

眼，一旦等我慢慢地麻木，寒冷就可能把我吞噬了。大雪封门时，哪儿也去不了，只有呆在家，像洋娃

娃一样裹在被窝里，这样才可能让我感到安全、温暖一点。冰雪一朝融化，就会露出下面一片狼籍的地

表，然后就是黑冰和泥泞绵延不去的日子。 

春天是生命和重生的季节。它驱走冬日的寒冷，让冰霜融化，渗入溪流并浇灌大地。春天的温

暖，带给树新的枝芽、新的嫩叶，和煦的东风吹开百花绽放。你听那鸟儿的啼鸣声，松鼠欢快的吱吱

声，人们春耕的号子声，这是在庆祝新的一年，开启新的篇章。阳光温和地照耀着田野，抚慰着年轻

人，并祝贺他们长大，永远善良有爱心。 

我走在街上，呼吸着春天所特有的清鲜的气息，那是泥土、露水和花朵的气息，看着眼前万物复

苏，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样生意盎然的春天，才是我最喜欢的季节。 

指导老师评语：很精彩的一篇散文，有自己的思考，遣词造句很细腻，文字很流畅，文章最后点题，

很独特，我很喜欢！如果春天部分能写得更贴近自己生活就更好了。 

评审老师评语：主题内容明确，作者通过对四个季节的具体描述最后点明主题。题材结构比较独特，

作者通过排除了对其他三个季节的喜欢来突出对春天的喜欢。文字流畅，遣词造句比较细腻，有声有

色，有自己的想法。表达方式上略有英文表达的痕迹。作者对生活有自己独特的观察和思考，具体表现

在对四个季节喜欢或不喜欢理由的陈述上，最后点明主题。对春天的描述有画面感，如细节描述能更贴

近自己的生活文章会显得更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