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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 烟台
烟台，一座靠海的小城，大海

如同一位母亲养育着、包容着这

座城市的人们，又以她美丽而独

特的魅力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
人。

我生活在大海的怀抱里，对

大海产生了浓厚的感情，我每天都

能看到大海波涛汹涌，狂浪呼啸。

每天，我都要到海边吹吹海风、散

散步。我喜欢让海水轻轻地亲吻着

我的脚，我喜欢赤着脚，迎着微带
腥味的海风在柔软的海滩上奔跑。

秋天的清晨，残月悄然隐退，我站

在海边，眺望东北方向的大海平

面，从泛起的鱼肚白上，一缕红中

透黄的颜色逐渐弥漫开来。开始还
是模糊地，渐渐地亮起来、亮起来，

很快，一轮红日从海平面露出了

头，弧形、半圆……忽然一道强光

刺入眼帘，红彤彤的太阳从海天之

际一跃而起，腾上云霄，发出万丈

光芒，照射在海面上波光粼粼，如

成群结队的鱼儿、虾儿等等在欢快
雀跃。我又一次忍不住惊喜，庆幸

自己可以生长在烟台，听着海浪拍

打海滩的声音，看着浪花朵朵，无

论心情多么糟糕，看到大海总会平

静下来。

清晨的大海，海浪在初升的霞
光的推动下，像孩儿们跳跃着、追

逐着涌向岸边，亲抚着沙滩，拍打
着演示，发出了“哗、哗……”的欢
快的响声，一刻也不闲着。那映在

海面上的光芒，与大海交相辉映，

青春洋溢，活力四射。

中午时分，火辣辣的日头照在

岩石上，仿佛要把它烤化了一般。

金色的阳光倾洒在

海面上，大海仿佛披

上了已成“金色纱

衣”，金光璀璨，光彩夺目。在北风
吹拂下，波浪翻滚，怒吼咆哮。此时

的大海，好似如日中天的人们，在

为自己的梦想和家人的幸福充满

激情的打拼着。

黄昏，海边的景物很美。那蓝

紫色的道道晚霞，给大海染上紫

光。天色稍晚一点，太阳全落山

时，海面上条条夜航船挂起了灯。

少了宝田的喧嚣，月光下看到海

浪泛着点点亮光。站在海边远远

望去，天上繁星点点。大海衬托着

桅灯，桅灯又点缀着大海。海上波
涛轻轻拍打着礁石，整个大海显

得更美。坐在海边的一块礁石上，

静静地沉思时，会觉得大海是如此
安详、宁静。

我以为最美丽的景色还是赶

潮。

那时，海水汹涌澎湃，向岸上

冲刷过来，但力不从心，终于又从
海岸线上退下去了。这时，许多人

都赤着双脚，手提一个桶，争先恐
后的去捡那些大海母亲送给他们

的礼物。于是，海滩上留下一只只

脚印，一串串欢快的笑声。我抬头

望望蔚蓝的海，再瞧瞧天和海的交

界处，似乎从那儿就可以登上天，一
切都是蓝的，大海的一切，都很美。

是啊，大海就是这样一个令人

捉摸不透的精灵。它瞬间万变，喜

怒无常，但对我来说仍是一个美丽

而广阔的世界，那里有美妙神奇的

东西，有无穷无尽的宝藏。大海，向

我们敞开了美丽而宽广的胸怀。

我爱烟台的海，爱它那咸咸的

味道，爱它淡淡的蓝色，那是家的

味道，家的颜色。

芝罘区道恕街小学
四年级三班 张心语

感恩的心

每个人都应该有一颗感

恩的心，每个人也有要感恩的

人和事，我也同样怀有一颗感

恩的心，也不会忘记所有帮助

过我、关心过我的人。

父母，是我们最亲的人，

如果没有父母，就没有我们这

些花朵，所以，我要感恩父母。

我的妈妈手很巧，我的毛

衣都是妈妈一针一线亲手编

织的，比买来的还要漂亮，还

要暖和。

有一次，爸爸出差不在

家，妈妈患了重感冒，走起路

来摇摇晃晃的，那天中午，我
放学回家，妈妈让我将就吃点

点心上学，我当时没有理解，

直叫妈妈起来做饭，妈妈一点

怨言也没有，好不容易起来做

好饭。看着热气腾腾的饭菜，

我让妈妈一起吃，可妈妈摇摇

头说：“你先吃吧。”于是，我便

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吃完

后，一抹嘴就上学去了。在路

上，我突然觉得自己很惭愧，

自己怎么能那么不懂事！妈妈

病了，应该我来照顾妈妈才对

呀。

晚上放学一进门，看到妈

妈还是晃晃悠悠地做饭、洗衣
服，而且还问寒问暖地关心着

我。我的心里真不是滋味。由

此我感受到，父母的爱是无私

的、是伟大的，是在无形中产
生的，他们为了我们什么都愿

意做。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

他们也心甘情愿。

我要有一颗感恩的心，

来感恩父母、感恩关心过我
的人。

莱山区实验小学
四年级五班 班喻越

窗外的阳光
我小时候总是喜欢黎明

时刻在窗前静静地坐着，当

太阳升起，第一缕阳光顺着

新叶间的缝隙泻进房间里，我
便伸伸懒腰，看看墙上的时钟，

指针正好指向六点。于是一天

的新生活又拉开帷幕了。

小时候我总躺在妈妈的

腿上，悉数着妈妈倾泻在腿间

的秀发，时而把头埋在秀发之

间，一股沁人心脾的花香味就

在鼻尖窜来窜去。妈妈娇宠地

抚摸着我的头，眼带笑意地望

着窗外的阳光。妈妈说，当第一

缕阳光射进房间的时刻，我便

来到了这世上。

每天清晨，当第一缕

阳光跳进窗口，洒在身

上，睡意朦胧的我便被妈

妈喊起来。揉着酸涩的双

眼走到窗台，看着窗外那明

媚的阳光，精神顿时

十足起来。匆匆忙忙

吃完早餐，踏着被

阳光洒暖的林荫小

路，总是暗示自己：

今天的阳光依然

明媚，所以我要更

加加油学习。

似乎每天等
待阳光渐渐成

了习惯，

有时看不到还会心生想念。小

时候每当阴雨连绵的下雨天，

坐在窗边的我等不到阳光，都

会跑到妈妈的怀里哇哇大哭

起来，撒娇地跟她说要还我
一个太阳，一个大大的太阳。

每当得到妈妈的笑容，我都

会破涕为笑，然后在心底默

默对阳光说：好吧，我原谅你

今天没有看我哦。

妈妈说，初升的太阳寓意
着新的希望。从小妈妈就教育

我看日出，她说，无论什么时候

都不能灰心，要抱着信心去打
拼去奋斗。每天对着太阳笑一
笑，记住他的样子，每当在生活

上有困难时，她的容颜可以伴

随你渡过难关，给你勇气和希
望。

现在长大后，初三的学业
也越来越忙，可是我还是不忘

每天看看窗外的阳光，它伴我
成长，伴我走过了十几个春夏

秋冬，每天向着阳光绽放出微
笑渐渐成为一种习惯，无法戒

掉的习惯。就像妈妈给我的关

怀和爱护一样，让我温暖的不
想醒过来，一直沉浸在您的关

爱中，成为一个永远长不大的

小孩子。

窗外的阳光一样耀眼，就

犹如我一如既往地那样爱您。

烟台华侨学校
初三·五班 吕惠琳

秋雨

不知不觉，已是秋天。秋
雨，也随之而来。

很多人并不喜欢秋雨，他

们阴冷、潮湿。但在许多文人

墨客眼中，秋雨，总能勾起他

们内心深深的情。

或许，它是像纳兰性德所

说的“一朵芙蓉著秋雨”般清
逸脱俗。它淅淅沥沥，将天地
融为一色。清新、柔和。落如

丝，断如线。宛如一层薄纱，覆

盖着广袤无垠的大地。它落在

清澈的溪流中，落在汩汩的山

泉 中 ，落 在 奔 腾 的 大 江

中……它躲过世俗的喧嚣，

随着轻薄的云气，带来一丝

清爽。

或许，它是像李贺所说

的“石破天惊逗秋雨”般奔

放轻灵。它淋漓酣畅，将一

切融于一片迷离。奔放、铿

锵。急如箭，散如点。宛如一

席珠帘，将苍茫的天空点
缀。它敲击着沧桑的大门，

敲击着古旧的窗棂，敲击着

高高的房檐……它避开令

人生厌的沉寂，伴着凉爽的
秋风，带来许多欢悦。

柔风细雨也好，狂风骤

雨也罢。他们飘散，滴落，化

开。织成一曲和谐的乐章，

似古却又如今。秋雨，打着变

化莫测的节奏，穿过幽幽山

涧，跑过条条街道带来大自然

的神籁。

烟台华侨学校
张蓉容

在花海中，最可爱的莫过

于栀子花了。

春天的时候，大地一片生

机，栀子花也在慢慢地长叶子

了。每当春风吹来，我都会打
开窗户，让风轻轻掠过栀子

花，看它的叶子在风中轻轻摇

曳。风停了，可爱的栀子花又

恢复了原来的宁静。

春去夏来，栀子花开了，

花不怎么大，大约有一朵康乃

馨那般大小，是白色的。当然，

盆里不是每一天都有新花开
放，它们有的已盛开，有的含

苞待放，还有的尚在酝酿中。

每天我都会给它浇水，下雨的
时候我就打开窗，让雨落进

来，相信它一定喜欢大自然的
味道。

栀子花最大的特点就是，

它非常的香。我一进客厅，就

能闻到它的芳香，浓浓的，甜

甜的，轻轻缭绕在我的心头

上。

夏天之后，就是秋天了。

深秋，花草树木都变黄了，不
停地落叶，可栀子花没有，它

的叶子依然是绿的，还有的仍

在继续生长。

冬天来了，栀子花似乎没

有感觉到一丝的寒冷，天天都

和我懒洋洋地趴在阳台上，一

起晒太阳，有时，还一起赏雪。

栀子花如此美丽，如此纯
洁，它深深地影响到了我，我
也要做一个栀子花般的女孩。

烟台华侨学校
初一·一班 梁冰慧

宝宝档案： 崔颢瀚 1岁

宝宝宣言： 看我帅不帅

父母祝福： 祝宝贝永远健康快乐！

“乐学专版”各栏目征稿
作文：面向中小学生征集优秀习作，作品可附作者

照片和学校、班级名称及指导老师姓名，欢迎中小学生踊
跃投稿，也欢迎老师推荐优秀学生作品。

宝宝秀：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您是否愿意把宝宝的

精彩瞬间拿来与读者分享？宝宝秀栏目长年征集小学以下
年龄段宝宝照片，照片可附有宝宝档案和爸爸妈妈的祝福
语。欢迎家长们积极投稿！

家教故事：人生的第一个老师，就是爸爸妈妈。您

身边有没有好的家教故事，能给渴求家庭教育知识的父母
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如果有，就投稿给我们吧，我们将
在每周三“乐学”版上予以发表。

投稿邮箱：lvtianjiao521@126 .com

还可加入“胶东妈妈”群在线交流
QQ群号：52756204

投稿请注明作者姓名、班级和联系方式

栀子花

宝宝秀

征稿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