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描写春天的好词、好句、好段、好诗+范文，孩子作文必备素材！

春天来了，万物复苏，不仅给人新的希望，同时也给孩子写作文带来了优质的素材。今天老

师整理了描写春天的好词、好句、好段、好诗+范文，赶快为孩子收藏吧！

描写春天的好词

两字词语
 

早春 初春 阳春 春节 春联 
春雷 春季 春意 春蚕 春色 
新春 春雨 春光 春潮 春游 
春播 春笋 春花 春树 暮春 

 
四字词语

 
春回大地  春归大地  春到人间 
春满人间  大地加春  春回地暖 
冰雪消融  料峭春寒  春日融融 
春雨绵绵  春花万朵  春树繁茂 
春光万里  春风轻拂  春色怡人 
春景优美  满园春色  百花齐发 
万物蓬发  草春桃艳  柳绿花香 
枝叶纷披  枯木逢春  春阳和煦 
春意正浓  春和景明  万物解冰 
乍暖还寒  春意融融  春草如丝 
春木发枝  春阳和煦  春光勃发 
春风瑞雪  春色迷人 春燕回巢 

百草萌动  百鸟争鸣  万木竞秀 
草长莺飞  红情绿意  寸草春晖 
山色返青  春光荡漾  春意甚浓 
春种秋收  风和日丽  春寒料峭 
春光溶溶  春草繁茂  春大蔚然
春光初露  春光艳丽  春山如笑 
春色正浓  春满人间  百草权舆 
万物照苏  万紫千红  花红柳绿 
春意盎然  冬令春行  春暖花开 
风和日暖  春水盈盈  春草发芽 
春光荡漾  春风送暖  春山如黛 
春江如练  春露秋霜  百花争春 
万物复苏  草木知春 红桃绿柳 
流水桃花  绿茵遍地  春雨绵绵 
春风送暖  春色迷人  满园春色

 



风暖日丽  暮春气暖  春水淙淙 
春芽破土  春树葱茏  春光明媚 
春风得意  春意正浓  春山如妆 
春种秋收  百花争艳  万物苏醒 
草木复苏  柳绿花红  鸟语花香 
春草如丝  春风和煦  春色正浓 
含苞绽蕾  日暖风清  和暖如春 
春水湍湍  春花怒放  暮春风光 
春光无限  春风和煦  春意甚浓 
春和景明  万物萌生  草木新绿 
李白桃红  飞花喷绿  莺舞蝶飞 
春风轻拂  春江如练  姹紫嫣红 
风清日暖  春光融融  春水潺潺 
满目春光  莺啼燕语  遍地皆春 
人勤春早  朝气逢勃  生机勃勃 
欣欣向荣  蛰虫昭苏  梅雪争春 
大雁北归  大地苏醒  万物生春 
春花盛开  春山如黛  春山如妆

 
有关春天的成语

 

【半晴半阴】又晴又阴，阴晴不定。形容春天至初夏季节阴晴不定的天气。

【寸草春晖】寸草：小草；春晖：春天的阳光。小草微薄的心意报答不了春日阳光的深

情。比喻父母的恩情，难报万一。

【春风和气】春天和煦的春风吹拂着人们。比喻对人态度和蔼可亲。

【春风雨露】像春天的风和雨滴露水那样滋润着万物的生长。旧常用以比喻恩泽。

【春光明媚】明媚：美好，可爱。形容春天的景物鲜明可爱。

 

【春回大地】好像春天又回到大地。形容严寒已过，温暖和生机又来到人间。

【春华秋实】华：花。春天开花，秋天结果。比喻人的文采和德行。现也比喻学习有成

果。

【春花秋月】春天的花朵，秋天的月亮。泛指春秋美景。

【春暖花开】春天气候温暖，百花盛开，景色优美。比喻游览、观赏的大好时机。

【春暖花香】春天气候温暖，百花盛开，花香袭人。

【春兰秋菊】春天的兰花，秋天的菊花。比喻各有值得称道的地方。

 

【春去冬来】春天过去，冬天来临。形容时光流逝。

【春去秋来】春天过去，秋天到来。形容时光流逝。

【春笋怒发】春天的竹笋迅速茂盛地生长。比喻好事层出不穷地产生。

【春色满园】园内到处都是春天美丽的景色。比喻欣欣向荣的景象。

【春事阑珊】阑珊：将尽，将衰。指春天就要过去了。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春天萌生，夏天滋长，秋天收获，冬天储藏。指农业生产的一般

过程。亦比喻事物的发生、发展过程。

 

【春蛙秋蝉】春天蛙叫，秋天蝉鸣。比喻喧闹夸张、空洞无物的言谈。

【春意盎然】意：意味；盎然：洋溢，深厚。春天的意味正浓。

【和风细雨】和风：指春天的风。温和的风，细小的雨。比喻方式和缓，不粗暴。

【花明柳媚】形容春天绿柳成荫、繁花似锦的景象。

【鸟语花香】鸟语：鸟鸣如同讲话一般。形容春天动人的景象。

【九春三秋】九春：春季共九十天，故称“九春”；三秋：秋季三个月，故称“三秋”。指春

天和秋天的美好时光。

 

【枯木逢春】逢：遇到。枯干的树遇到了春天，又恢复了活力。比喻垂危的病人或事物重

新获得生机。

【暮云春树】傍晚的云，春天的树。表示对远方友人的思念。

【柳绿花红】形容明媚的春天景象。也形容颜色鲜艳纷繁。

【桃红柳绿】形容绚丽多彩的春天景色。

【万古长春】万古：千年万代，永远。永远像春天一样，草木翠绿，生机勃勃。比喻人的

精神永远像春天一样毫不衰退或祝愿好事长存。亦作“万古长青”“万古常青”“万古常新。

 

【杏雨梨云】杏花如雨，梨花似云。形容春天景色美丽。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野火不能烧尽野草，春天一到野草又长出来了。比喻富有生

命力的事物，任何力量也扼杀不了。

【莺歌燕舞】黄莺在歌唱，小燕子在飞舞。形容春天鸟儿喧闹活跃的景象。现常比喻蓬勃

兴旺的景象。



 

描写春天的好句

初春
 
1.冬天刚刚过去，春姑娘就迈着轻盈的步伐来到了我们身边，大自然的一切好像
是约好似的，都换上了春装。
 
2.春姑娘踏着轻盈的脚步走来了。小草知道了，偷偷地从土里探出了小脑袋，就
像一个好奇的娃娃，伸长了脖子打量着外边的世界。
 
3.在春姑娘的呼唤下，小草慢慢地睁开了眼睛，偷偷地从地里探出了脑袋。它们
手拉手，为大地铺上了一层鹅黄色的地毯。一阵微风吹来，小草们随风摇摆，跳
起了轻盈的舞蹈。
 
4.万紫千红的花儿在春雨的沐浴下，怒放在大地上，红似火，白如云，粉似霞，
黄胜金，绿犹玉……真俏！
 
5.咦，是谁打翻了绿色的油彩瓶呢？哦，原来是春姑娘给大地换上了绿色的新
衣。
 
6.冰河刚刚解冻，严寒尚未退尽，绿叶--春的信使，就争先恐后地回到了大地，
把一封封充满着希望的信撒向人间。



 

阳春三月
 
1.春天，在那刚苏醒的大地上舞蹈着，在那姹紫嫣红的花园中微笑着，在那永不
停息的大江大河里歌唱着。春天，醉饮晶莹的露珠，沐浴温暖的阳光，倾听鸟儿
的歌唱，给大地披上了五彩斑斓的花衣。
 
2.金黄色的蒲公英在路边耀目，蜜蜂在粉红色的杏花间歌唱，蝴蝶在蓝色的天空
飞舞……
 
3.阳春三月，高高的樱花树上有着灿烂的微笑，在阳光的烘托下是那么浪漫。
 
4.那盛开的桃花像一团团云霞，映照充满生机的大地。

暮春
 
1.正是明媚的暮春天气，蓝色的天幕上嵌着一轮金光灿灿的太阳。
 
2.暮春的风夹着轻微的凉意，吹在脸上、身上分外舒适。
 
3.每年，春的使者降临到微山湖，用她那双温暖的手拂绿了岸，搅绿了水，以迎
接夏的光临。
 
4.从窗口望去，满目葱茏，一片绿海，枝条随风摇曳，婆娑起舞，绿叶团团簇
拥，欣欣向荣。

 

春雨
 

1.  “嘀嘀嗒嗒，嘀嘀嗒嗒……”一场春雨从天而降，大概是天上的仙人失手打翻了
酒杯，杯中的琼浆便直泻人间吧。
 
2.  春雨绵绵，像花针，如细丝，密密的斜织着。
 
3.  春雨清晨，几阵隐隐的春雷过后，下起了人春以来的第一场雨。微明的天空中
慢慢垂下了一条条雨丝。层层的雨云遮住了东升的太阳。
 
4.  当雨点落到池水中的时候，雨点就在水面上画出了一个一个的音符。这些音符
是雨点在水面上击出的圈。
 



5.  泛滥的江河漫出红尘，滑落在荒凉的高原上，顺着水的灵性向下滚动，穿过音
乐的眸子，化为滴滴春雨。
 
6.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7.  几场潇潇的春雨，山青了，水绿了，山下那汩汩流动的一条溪水，愈发湍急秀
丽起来。绵绵春雨把大地染绿了，软软春风把河水熨暖了。
 
8.  亮晶晶的春雨，像一群天真浪漫的娃娃，在高空中云集，嬉戏而下，咿咿呀
呀，欢蹦乱跳地扑进大地母亲的怀抱。
 
9.  瞧，又下起雨来了。雨像绢丝一样，又轻又细，听不见淅淅的响声，也感觉不
到鱼浇的淋漓。只觉得好像这是一种湿漉漉的烟雾，轻轻滋润着大地和人心。
 
10.  你轻盈的舞步，在翠绿的叶面上跳跃;你袅娜的身姿正如那只红色蜻蜓，用腹
部贴着水面，低低的飞。你用潮湿的情感滋润了大地的生命!大地用温暖的身体捂
热了你冰凉的心!
 
11.  你听!雨掉在屋顶上“滴答滴答”，就像打着击乐。雨下到水塘里“叮叮叮”地唱
起来，水面上还溅起一朵朵小水花，又似水姑娘在轻盈地跳舞……
 
12.  如丝的小雨从空中降落，雨点是那样小，雨帘是那样密，给群山披上了蝉翼
般的白纱。
 
13.  二月的雨像无数只小手，打在林叶的琴键上，奏出了一曲春天的赞歌。
 
14.  二月间，微风轻轻地吹拂着，毛毛细雨从天上洒落下来。
 
15.  调皮的雨点儿像谁扔下来的钢珠一样砸在河面上，溅起高高的水花;粗大的雨
点打在人家的窗户上，咚咚作响。
 
16.  雨点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滴一串地掉在雨水汇成的水洼上面。春雨纷纷，染
绿了山，;染绿了水，染绿了石板小路。
 
17.  雨姑娘是一个腼腆的少女，朦胧之中还带着一丝青涩。要不，她为什么害羞
不敢露面呢?可能你会问，她怎么下雨呢?告诉你吧，她一哭，雨就下来了，雨其
实是她的眼泪哩!
 
18.  雨确实不大，滴滴答答的，不像是在下雨，倒像是在下雾，眼前的世界被封
锁在密如珠网的雨丝中。往远处看去，街道、楼房、行人，都只剩下了一个有些
模糊的轮廊。
 
19.  雨是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可别恼，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
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



 

描写春天的好段

1、春雨不停地下着，细细的雨丝织成了一张硕大无比的网，从云层里一直垂到地
面上，远处黛色的群山，近处粉红的桃花，嫩绿的杨树，柔软的柳枝，都被笼罩
在这张无边的大网里，这张网是春姑娘巧手织成的纱巾，盖在天地间，技在群山
上。
 

2、春雨当算是最美妙精致了，有如青春少女含羞带娇般的呤唱;春雨也最为文人
墨客所喜爱。“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天街细雨润无声”，“杏花春雨江南”
等名句，便是对春雨的赞颂。而《雨巷》中那水淋淋的女子，大概就是沐着春雨
而来。更少有人喜欢。
 

3、春雨是从天上来泥泞是从地上来我是从春雨的乐曲呼唤中来.春雨精心的浇灌
着大地.于是柳树绿了桃花开了小鸟欢唱了.万物在春风的吹抚下醒来了在春雨的滋
润下生长了.正如古诗所颂: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4、春雨洗去了冬日的残迹，万物在春风的吹抚下醒来了，在春雨的滋润下生长
了。多神奇的春雨呀。它是朦胧的，又是清晰的。它给万物披上一件缥缈的纱
衣，它又把万物洗涤得清新明亮。我的心情也好像被雨水清洗了、擦亮了，一种
明朗、欢快的感觉在滋长。
 

5、当春姑娘再一次走向人间，来到我们身旁时，迎春花就像火焰一般怒放了，它
梳理着自己绿油油的“头发”，使它变得更加美丽，当细雨如丝的时候，一片片椭
圆形的叶子在雨露中欢笑着，多么婀娜!它的身体(茎)像一根飘带一样柔而韧，上



面还长有许多小枝芽，但错落有致。这一切是那么富有神韵!它的花更令人心旷神
怡。它的颜色既不是生机勃勃的绿色，也不是迷人的紫色，而是丰收的黄色。在
阳光下，它舒展着花瓣坐在翡翠般的绿叶上，怒放的嫩蕊摇黄，含苞的娇羞欲
语。
 

6、眼下正是富有诗情画意的春天!刚刚才下着绵绵春雨，此时，凝聚在树叶上的
雨珠还在往下滴着，滴落在路旁的小水洼中，发出异常清脆的音响——叮、咚、
叮、咚……树枝上的鸟儿怕被这雨珠滴落的声音抢了风头似的，便开始啼啭起来
了，一定是在为我祝福吧!
 

7、迎春花，鹅黄色的花朵并不大，样儿像个小喇叭。那枝条纤长而尖细，是四棱
形的，从根到梢，由粗渐细，由深绿变嫩绿，一条条地往下垂。盛开的花瓣舒展
着，多得几乎把枝条覆盖住了。枝头的花蕾正含苞欲放。枝青花黄，搭配得多么
协调。
 

8、迎春花，四个小巧花瓣，十几朵连接在一起，一丛丛，一簇簇，开放在挺拔的
枝条上面。远远看去，黄澄澄的一片。当百花还没有开的时候，迎春花却已经张
开了笑脸。它们互相紧紧连着，在冷风中傲然开放。天气渐渐转暖，迎春花在微
风的吹拂下，抖动着微小的身躯。它招呼草木，叫它们快快发芽长叶。它唤醒百
花，催它们赶紧相继开放。一场场春雨下过，草坪嫩绿，树木青葱，百花争相吐
艳，万物生机勃勃。迎春花呢?它那黄色的花瓣，却被暖的风吹落了。
 

9、雨渐渐地大起来，密密的，像一条条丝线。雨落在地上发出了“沙沙沙”的声
音;雨丝落在粉红色的桃花上，花朵昂着头，大口大口地喝起水来。喝饱了，花儿
绽开了美丽的笑脸，微笑着点着头，好像在感谢春雨姑娘的滋润。小草被春雨浇
灌着，它开心地洗着澡，细长的草叶还不时的笑弯了腰。
 

10、啊，我见到了春天。远处的群山连绵起伏，变得苍绿了。近处山坡上的小草
也悄悄地钻出地面，它们嫩生生，绿油油的。肥胖的小叶儿，像一个个刚刚睡醒
的胖娃娃。这一片，那一簇，点缀着这陡峭的山坡。山坡上的树木也在不声不响
地抽出新的枝条，长出了像小草一样的新芽。柳树的枝条向下垂着，就像一条条
线挂在树上。那嫩黄色的小叶片，就像在线上系的花瓣儿。杨树开了花，这些花
一串串的，是紫红色的。身上长满很软的小毛，像一只只毛毛虫，真有趣。
  
11、初春的太阳像个大姑娘似的，恼羞地露着半个红通通的脸蛋向我微笑。过了
一会儿，太阳出现了，光芒四射，把金色的光辉洒向人间。霎时间，整个大地充
满了光明、温暖。初春的阳光洒在人身上，暖洋洋的，像慈母般的温暖、亲切。
伴着小鸟的欢唱，我们去找春天。 
 

12、春风吹过大地，大地变成一幅清新美丽的图画：各种花草树木在春风的吹拂
下慢慢地生长起来了。大地变绿了，柳树发芽了，衬托着红的、白的、黄的、紫
的……五颜六色的野花，多美呀！春风吹来，那清新的花草气息，沁人心肺，无论



是谁，都会深深的吸上一口，像痛饮甘露一样畅快。春天是一幅多么美妙的图画
啊，我用一生赏析你。 
 

13、春风中，人们走进自然，放飞身心，精神抖擞着，筋骨舒活着。历经风雪磨
砺的树枝，一改僵硬呆板的冬姿，仪态轻柔娇嫩，涨满着青春的气息！遍野的小
草像是听到了冲锋的集结号，争先恐后地钻了出来，为春天加油，为春天喝彩，
为春天平添生机！ 
 

14、春姑娘还带来了阵阵细雨，滋润着大地。小草从大地母亲的怀抱中探出头
来，贪婪地吸吮着这甜美的甘露。田野里的桃花张开了粉红的笑脸，随着微风在
得意地摇晃着。小树很快长出小片小片的叶子，嫩绿嫩绿的，就象刚出生的婴
儿，怪逗人喜欢的。庭院旁的红棉树，一片叶子都还没长，却满树开着红彤彤的
木棉花，似乎争着向人们报春。 
 

15、春姑娘拿起了一支神奇的画笔，在大地了甩了一下又一下：小草探出了头，
花朵儿绽开了笑脸，柳树则摇曳着长长的辫子。那可真是：春意盎然，桃红柳
绿，生机勃发啊！此时此刻，我心中萌生了一种想法：去踏青吧！于是，我便约
了同学一起去公园，欣赏这春天大自然的美景。 
 

16、春来也，飘柳万绦绿如海。春天，草长莺飞，丝绦拂堤，处处洋溢着和暖的
气息，奏响着和谐的旋律，演绎着动人的画面！春来了，三月的物既无声又有声
地昭示着，在鸣啭的黄鹂声中，在含苞的迎春花中，在缠绵的春雨丝中，在飘扬
的柳丝条中，到处在召唤着春天的来临！徜徉在三月的暖风中，小园徐步，怡然
自得，春自已经到来。 
 

17、春天，你好！你穿着薄纱曼帘，挽着芬芳花瓣，踏着和煦微风，顶着温晴朝
阳；缓缓地走来了。看！小草为了迎接你，已探出了嫩绿的小脑袋，在阳光下尽
情地伸着懒腰。看！小溪为了迎接你，早已用火热的心溶化冰冷的外表，此时在
尽情地奔腾欢唱。 
 

18、春天，是希望纷飞的季节。大雁饱含憧憬地向着北国的乐土结对航行，一路
载歌载舞，排踏出春天的韵律，传递着春的喜讯。出行的人们背负着行囊，迈开
希望之旅，走向春意盎然的南北东西，走进浮光跃金的大千世界，播种自己心底
的希望。泥土的气息，随着犁铧的行进弥散在田间地头，滋润愉悦着农家人的心
田。 
 

19、在这个春色勃勃的季节里，在树林里，在马路旁，在花园里，都能看见春天
的脚步。在树林里，各种各样的树木长出了绿绿的嫩叶；在马路旁，碧绿的小草
钻出泥土；在花园里，红的，黄的，蓝的，绿的，紫的，白的，各种各样的花都
开了，姹紫嫣红，真像一个美丽的大花环，令人目不暇接。许许多多的蝴蝶和蜜
蜂都闻到了花朵的香味，都不约而同地来采蜜，在半空中飞来飞去。蝴蝶像公主
一样翩翩起舞，则蜜蜂就是和公主一起跳舞的王子……
 



20、一年中的四季都是风情万种的：春天春暖花开，夏天夏日炎炎，秋天秋高气
爽，冬天安静祥和。如果你问我最爱哪个季节，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我爱春
天。
 

21、春天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孩子。瞧，一眨眼的功夫，她就又溜走了，是在与春
风捉迷藏呢，还是与春风比爬树呢？不，她在草丛中嬉戏呢，不信你看看小草，
它们不是正在为春天伴舞吗？花儿不正在为她喝彩吗？
 

22、春天是一个婀娜多姿的少女。她来到草丛里，把草做成衣服，穿在身上；她
来到花园里，摘一朵小花戴在头上；她来到柳荫中，采下几条柳枝披在身上，把
它当披风。春天送给花儿一个甜蜜的吻，羞得花儿脸通红。
 

23、春天是一个心灵手巧的化妆师。风是她的化妆品，水是她的镜子，大自然则
是她的“流动工作室”。小草在她的打扮下，愈发的青绿了；花儿在她的打扮下，
愈发的鲜艳了；树木在她的打扮下，愈发的苍翠了；天空在她的打扮下，愈发的
蔚蓝了；云朵在她的打扮下，愈发的洁白了。
 

24、春天是一个嗓音圆润的歌手。在她的手中，大自然就是一张乐谱，风是她的
五线谱，雨是她的音符，世间万物都是她的忠实听众。一支幽雅的曲子在温柔的
春风春雨中演奏，那么优美，那么宛转，那么清幽，那么超凡脱俗。而她的忠实
听众呢，没有一个不为之折服，为之喝彩。这似乎是世上最受欢迎的天籁之音
了。
 

25、春天又是一个神秘奇妙的魔术师。她的魔术之精湛无人能出其右。她把小草
的荒凉变为繁密，赋予了它绿色；她把花儿的凋零变为艳丽，赋予了它七彩；她
把树木的枯萎变为茂盛，赋予了它深沉；她把万物的死寂变为活力，赋予了它们
生机;我爱春天，爱她的天真烂漫、婀娜多姿、心灵手巧、歌声宛转、神秘奇妙。
 

26、【美好的春天】几阵春雨过后，一丛丛嫩绿的小草伸了伸懒腰，迫不及待地
从大地妈妈的怀抱里钻出来。它们在地下睡了一冬，伸出嫩绿的小脑袋，好奇地
看着外面的世界。一朵朵小蓝花、小白花、小黄花……像一个个害羞的小姑娘，在
刚钻出绿叶后东躲西藏。柳树阿姨微微晃动着刚长出的嫩枝，桃树姐姐张开了粉
红的笑脸，迎接这美好的春天。
 

27、【绿色的春天】春天在人们的浇灌下，变绿了：绿色的水、绿色的土地、绿
色的冥想……飘着的雨丝都染绿了。微风一吹，隐隐约约、飘飘忽忽然一般的朦
胧，而柳枝随风一摆，又使人感到新生命颤动的欢乐。美丽的小鸟那缕缕缠绵的
歌声，荡起的绿色春潮又渗透着甜美的韵律。
 

28、春天的江南是美丽的，风很柔和，空气很清新，太阳很温暖；大田里的麦苗
像一片海，星罗棋布的村庄是不沉的舟，纵横交错的弯弯曲曲的河道，河边的柳
枝吐了嫩芽，芦苇边钻出来放时透青了；河道里平静的水，从冬天的素净中苏醒
过来，被大自然的色彩打扮得青青翠翠。



 

29、小草偷偷地从土地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的。
桃树、杏树、梨树，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桃、杏、梨对应的颜色
红、粉、白）花里带着甜味，野花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
 

30、春天来了！你看万紫千红的花开了，把可爱的草，树木，鸟，兽，虫，鱼都
从寒冷的冬天中叫醒了，使得大地恢复了生机。那些野花像小星星一样一闪一闪
眨着眼睛。
 

31、春天是个魔术师,谁比她更神奇,谁比她更美丽,她用魔杖拍拍天空的脸庞,天空
顿时露出了笑颜,明媚的阳光给云朵镶上金边,她用魔杖碰碰大山的肩膀,群山马上
睁开惺松的睡眼,脱去灰色的冬装，换上鲜艳的衣裳,她用魔杖点点大地的胸膛,花
儿草儿赶紧钻出被子,仰着一张张可爱的笑脸,她用魔杖敲敲河流的琴弦,河流立刻
发出优美的潺潺,情不自禁唱出心中的喜悦,  春来了!春来了!到处都在唱着春天的
歌。

 
有关春天的好诗 

 

雨打梨花深闭门，忘了青春，误了青春。——唐寅《一剪梅·雨打梨花深闭门》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崔护《题都城南庄》

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秦观《八六子·倚危亭》

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志南《绝句》

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苏轼《春宵·春宵一刻值千金》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陆游《钗头凤·红酥手》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陆游《临安春雨初霁》

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杜甫《绝句二首》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白居易《大林寺桃花》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苏轼《惠崇春江晚景/ 惠崇春江晓景》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李商隐《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

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李商隐《无题·飒飒东风细雨来》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李白《清平调·其一》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王贞白《白鹿洞二首·其一》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李煜《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



春天满分作文2篇 
 

   心灵的窗户
      每个人都有两扇心灵的窗户——眼睛。它们中有的隐含快乐，有的透出忧郁，有的让
人难以捉摸……然而，最令我难忘的是那双大大的但总在期盼的眼睛。
 
　　在我家住的院子的一角，有一间小瓦房，它是隔壁邻居用来放杂物的小仓库。由于房子
破烂潮湿，屋内自然是些无多大用处的东西。忽然有一天，我发现屋里冒了一阵烟；我好奇
地往里看了一看。“怎么，这么破旧的房子也有人住吗？”我不禁叫了起来。后来听妈妈讲，
是隔壁邻居把房子租给了一对农村母女。她们是来找人的，我猜想是来找那小女孩父亲的。
 
　　从那以后，每天上学我总觉得那小屋里有一双眼睛在注视着我。有一次，我终于忍不住
向里看了看，原来天天注视着我的是那小姑娘。地面黄肌瘦，头发散乱，惟有那双眼睛还算
有神，可眼中隐含泪光，泪光中隐含期盼。
 
　　我以为她是太饿了，于是跑回家拿了几个热气腾腾的包子。我走进小屋，把包子递给她
母亲，她直夸我心好。我又拿一个给那小姑娘，可她却面无表情。这下可把我弄糊涂了：
“难道她不饿？难道她要的不是这些？”我暗自这样想。
 
　　我抚摸着她的头，轻轻地问：“你叫什么名字呀？”她用那双大眼睛看了看我，说：“我
叫小兰。”我又问她：“你到南京来干什么？”“我来找我爸爸，我，我要……”说着说着，
 
　　她的眼睛湿润了，她哽咽着说不出话来。我惊讶地望着她，望着她那双眼睛。她用手摸
摸我的书包，我明白了，她要读书，她想上学。霎时，我觉得自己何等渺小。许多时候，我
会因为作业多而抱怨，我会因为考试多而烦恼。然而，我面前的这个小姑娘，她却这样期盼
读书，她的求知欲令我震撼，我自愧不如。
 
　　回到家，我把自己一二年级的书全部找了出来，并且找了几个作业本和几支笔。第二天
清早，我捧着书和笔向小屋走去。可是，门锁着，里面已经没有人住了。我连忙向邻居打
听，邻居说她们刚走，准备回老家去了。我忙坐公交车向火车站赶去。
 
　　火车站里人头攒动，要找到她们母女是不容易的。忽然间，我看到一双熟悉的眼睛。
对！是那双，就是那双期盼的眼睛。我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大叫奢她的名字；追上丢把书
送给了她，并鼓励她好好学习。她笑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她笑。我盯着她的眼睛，眼睛里
已不再是期盼，而是兴奋与感动。我紧紧抱住她，然后目送她离开车站，登上列车……
 
　　我忘不了小兰那双眼睛，更忘不了她那份对读书的渴望和期盼！
 

春天的花仙

     春天来了，桃花开了。我和妈妈到老家去做清明，一路蹦蹦跳跳，来到向往已久的桃花

园，来到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啊，那么多的桃花！”随着妈妈的一声惊叹，我的视野立即被这些色彩斑斓的桃花铺满

了。

 

　　山坡上，平地上，到处都有桃花的身影，就连在那些古松之下，也不难见到她们娃娃般

的笑脸。一眼望去，就像进入了桃花的海洋。

 

　　这些桃花，红的像火，粉的似霞，白的如玉！有的仰脸微笑，有的低头含羞，有的迎风

引蝶，还有无数含苞待放殷红欲滴的花骨朵，像是顽皮的孩子正撅着小嘴，向姐姐们耍小脾

气。粉红的桃花，像是小姐姐漂亮的面孔，春外婆给她涂一层淡淡的胭脂。那太红的，又不

知是被游人羞了，还是被春酒灌醉了，一直吸引着众多游人。朴实无华，雅致极了。

 

　　咦，桃花还有复瓣的？她们层层叠叠、挨挨挤挤，多么像一个团结、友爱、不可分离的

集体啊！

 

　　如果我是一个画家，我将用绚丽的画笔，画出桃花欢乐的笑脸；

 

　　如果我是一位诗人，我将写一首长诗，来描绘桃花妩媚多姿的风采；

 

　　如果我是一名雕刻家，我将在玉石上刻下花红柳绿，永远装点这人间春色。

 

　　然而，我只是个中学生，可惜只能用自己贫乏稚气的语言来描绘那引人入胜的桃花。

 

　　在桃花园中，有一位身着旧军装满头银丝的老爷爷。他一会儿引水浇花，一会儿修枝剪

叶，一会儿又去扶正被游人碰歪的“爱护花木，人人有责”的牌子，人们常称他为“花爷爷”。

听说他是离休后自愿来养花、护花的老革命。

 

　　他对我们说，人间本来是很荒芜的，只有漫漫黄沙，没有一点绿色，更没有这样美丽景

色，是小草默默地最早把春色带给了人间。雕在瑶池边的桃花仙子被地上的小草吸引，她喜

欢绿油油的颜色，正当她爱抚小草时，花冠上的桃核落在了地上，小草簇拥它，滋润它，发

了芽，长成了树，开出花，挂了果。繁衍了片片桃园，带来了这满园春色。引得蜜蜂唱歌，

蝴蝶飞舞，儿童欢笑！

 

　　如今桃花仙子不在了，而桃花依然，小草犹在。面对着青青小草、绚丽桃花，陶醉于在

花爷爷讲的春天故事里，我不禁联想起花爷爷和守卫在南沙礁岛上的解放军叔叔们。他们不

就是给礁岛带来春天、并护卫春天的小草、花仙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