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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对于生活在海滨城市的人

来讲，这并不是一个奢侈的梦
想。然而，当我从从寒风凛冽的北
国海滨来到春意盎然的毛里求
斯时，还是被这里的美丽陶醉
了。

毛里求斯是一个火山喷发
形成的岛国，四面面环海。柔软的
沙子和清闲的海风侵蚀着你的
触觉——— 这些烟台并不是没有，
但毛里求斯，有白色的沙子。

当你躺在白色的沙子中抬
头看着天空，就会感到莫名的
宁静和安详，仿佛置身白色的

世界，一切都如童话般美好与
浪漫。偶尔看到一只白得几乎
透明的“天堂鸟”飞过，像一支
离弦的箭一样冲上天空，又忽
地下落……轻轻地在沙滩上勾
勒出自己的名字，在白色的冰
激淋上抹下属于自己的一笔，
虽然很快就会被海浪抹去，但
就那么跑着笑着，在白色中追
逐着打闹着，拥抱每朵浪花，亲
吻每片喧哗。

突然想着，一辈子就这么
过去，也挺好。

不知从哪里驶过一艘渔船，
悄悄地跑到船上，却发现渔民们

正在船上唱着凯旋的欢歌。女人
们舞动着身姿跳起了“SeGa”舞，
好像中了魔般，自己也加入了这
行列和他们一起大吼生涩的歌
词，不知怎地就加入了航海的队
伍，和渔民们一起下到海底领略
珊瑚筑成的城堡；发现海参海胆
的住所；探究鱼儿们的身份密
码……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的突
兀和奇幻，但你确实领略了海洋
的神奇；和他们一起驾驶着降落
伞翱翔于空中，俯视下方颜色变
化多端的海面和一座座曾经喷
发过炙热岩浆的火山口，偶尔
把降落伞降低，使自己的衣服
激起一片水花；到一个不知名
的小岛上探险，希望发现的珍
珠宝藏最后却变成了张着大嘴
的 鳄 鱼 和 成 堆 的 贝 壳 以及 海

胆。用精美的珊瑚串出独一无
二的项链，轻轻挂在脖颈，倾听
珊 瑚 贝 壳相互 撞 击 的 悦耳 声
音，奔向广袤无垠的海洋；在海
水中徜徉，猛地把头扎入水中，
细细观察水下的沙砾、海胆和
水草，虽然没有《海底两万里》
所描述的场景那么惊艳，但也
足 够使人 感 叹 毛 里 求 斯的 神
奇；归航的时候惊喜地发现海
豚们正成群结队地跃出海面，
一条条曲线从海水中跃起又落
下，阳 光下闪现着 唯 美 的 金
色……

渔民们又开始唱起了歌，
我也跟着他们挥舞着双臂。我
该回去了，希望下一次，我还能
和 这 艘 渔 船 ，相遇 在 这 片 海
湾…… 今天有些阴冷，下午，天地间

慢慢升起一大团雾，周围的景色开
始变的朦朦胧胧，像笼罩在轻纱
里。

傍晚，雾越来越浓了，一座座
高大的楼房立在浓雾里，上半部分
藏在雾里，隐隐约约，就像被橡皮
擦掉了一样，消失在天空里。高楼
顶部的霓虹灯就像在天空里闪烁
的小星星。

人走在雾里就像走在一个奇
妙的梦幻世界里，因为视线不好，
要非常的小心。路上行驶的车都开
着车灯，大雾里，车灯照出一条条
长长的光柱。四周的空气非常湿
润，地上像下了一层小雨，地面都
湿了。在雾中走久了，拍拍身上，就
会觉得衣服都打湿了。路灯和广告
牌的灯光在大雾里也变得朦朦胧
胧。那些安了霓虹灯的小卖店在大
雾中很显眼。

夜晚的大雾笼罩了整个城市，
可是明天太阳一出来，又是一个晴
朗的天气。

雾
南山路小学三年级三班 朱一

指导教师 沙艳玲

春天因它柔情而精彩，夏天因
它热情而精彩，秋天因丰收而精
彩，冬天因它冷酷而精彩！世间万
物因它顽强的生命而精彩！

几年前，我家老院前有棵大
树，已经几年没有长树叶了，大家
都以为它已经枯死了。我家那几天
要搬家，进进出出的有它挡着很不
方便，于是妈妈决定把它砍掉。

晚上夜很静，阵阵暖风吹来，
月光洒在大地上，透过淡淡的银
光，我看到枯树端有什么东西在随
风摇曳，旋动的舞姿照亮了凄清的
夜，它显出灰黑色。我不敢相信自
己的眼睛，我立刻跑到老树前仔细
地用力看，呀！是真的，老树竟长出
了一片树叶，这在月光下显得如此
耀眼，这精彩的一瞬间是生命的奇
迹，老树靠着它顽强的生命力长出
了一片树叶。虽然是孤零零的一
片，但的确令人难以置信。这精彩
的一瞬间如一幅无与伦比的画，画
出了生命的奇迹。

我抚摸着老树，一条条裂痕暴
露了它的年龄，粗长的树干，茂密
的纸条似乎在这几年中一点没变。
它经历了寒冬酷暑，腊月寒冬，见
识了“万物复苏”的壮美，可始终恢
复不了以前的茂盛。

以至于当人们将要结束它的
生命，它不放弃，它便长出来一片
叶子。这精彩的瞬间是生命的跳
跃，带着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在逆境
永不熄灭的求生意志，老树我也要
向你学习。

精彩的瞬间
烟台三中分校初二年级八班 程千

指导教师 徐丽丽

初春的三月还略带着丝丝
寒意，呼呼的北风向人们显示着
它的余威。李刚和林红放学路过
一个垃圾箱，他们惊呼道：呀，好
多垃圾啊！只见喝完的饮料瓶随
风滚动，好像在寻找着丢弃它的
主人；白色的塑料袋像白色幽灵
一样在空中飘飘散散，好像在找
它们的灵魂归宿；纸屑们有些被
压了一半，另一半晃动着，好像
在控诉，有些随风飞上了天，又
飘了下来，像是在哀嚎着；还有
香蕉皮在地上双叶交叉，这小小
的香蕉皮内的润滑剂也暗藏着
杀机。苍蝇在这些“美食”的诱惑
下也冒着寒意出来快活了，它们
一群群飞在垃圾桶的上方，把细
菌传播到远方。

“不行！”林红一声打破了
沉寂，“李刚，咱们把这些垃圾
收拾一下吧，不能让苍蝇传播

细菌 了 ！”“ 好 。”李 刚 一 口 答
应。林红回家拿来了笤帚和簸
箕 ，边 扫 边 捏 着 鼻 子 小 声 嘀
咕：“谁这么不自觉啊，太不文
明了！”这边的蚂蚁大军也撤
了 ，一 步 一 步 往 以 前 的 家 走
去。李刚和林红扫完了，可以
后还会有人把垃圾丢在外面，
所以李刚又写了一张纸条：文
明就差一步！

是啊，文明就差一步，这
一步就是一个道德的选择。文
章《钓鱼的启示》中的那位父
亲曾告诫孩子：道德是简单的
是与非的问题，可实践起来却
很难。是的，我们要讲文明，不
单单只是说说而已，而需要我
们坚持，坚持文明行为。只要
我们不把文明与勤劳丢弃，只
要人人伸出热情勤劳的手，相
信地球将更加美丽。

文明就差一步
文化路小学四年级四班 齐鲁晚报小记者 张睿 指导教师 刘爱玲

寒冷的冬天刚刚过去，温柔
的春姑娘就悄悄来到了人间，这
时虽然冰雪都融化了，但孩子们
还是非常高兴，因为春天是个美
丽的季节。

当春姑娘拂过公园时，公园
的土地上长出了稀稀疏疏的小
草，原来光秃秃的大树也抽出了
嫩芽，这时来公园观赏、玩耍的
游人也越来越多，呈现出一幅生
机勃勃的景象。

当春姑娘拂过田野时，原来
白色的雪地变成了湿润的黑土
地，这时农民伯伯播种的花生、
稻子都长出了嫩芽，为单调的土
地增添了一片翠绿。

当春姑娘拂过果园时，苹果
树、梨树、桃树、杏树都开花了，
它们争着抢着比谁开的花多，比
谁开的花漂亮，当微风吹过的时
候，朵朵鲜花随风舞动。这时，小

蜜蜂也来到了果园里，辛勤的工
作着，小朋友也来到了树下，望
着树上的鲜花，心里好像在想：
什么时候才能吃到果子呀？

当春姑娘拂过小溪时，小
溪里的冰已经融化了，有几只
鸭子在水里游来游去，好像在
进行游泳比赛，这时，小鱼儿跃
出水面，还不时吐几个泡泡，好
像在给它们加油助威，真实可
爱极了。

当春姑娘拂过森林时，森林
里冬眠的动物们都苏醒了，小鸟
站在枝头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
好像在说：“春天来了，春天来
了，我们来开运动会吧！”

最后，春姑娘来到了天空，
把天上的乌云赶走，这时，沉默
的太阳公公露出了笑容，放射出
灿烂的阳光。

啊！美丽的春姑娘，我爱你！

春姑娘来了
南南山山路路小小学学四四年年级级一一班班 杨杨晓晓宇宇 指指导导教教师师 郝郝灵灵敏敏

阳光是那样的暖，那样的
暖。处处都有阳光，因为有爱的
地方就是阳光。

有一次，我在学校里上体育
课，有一位同学在跑步的时候，
一不小心摔到了，有的同学看见
了也装没看见，就跑过去了；有
的同学刚想过去的时候，可是又
怕别人误以为是他绊的，看无人
过去就跑了。我跑到那里把那个
同学扶起来，轻轻拍掉他身上沾
的泥土。他真诚地跟我说了一句

“谢谢”，我感到心里暖暖的，觉
得今天的阳光是那样的灿烂。

学校举行运动会的那天我

非常高兴，因为我参加了跑步和
跳远项目。当进入赛场的时候，
我心里非常激动，“咚”一声枪响
我就开始跑了，像风一样地跑出
起跑线。快到终点的时候，我不
小心摔了一跤，第二名的那位同
学见我摔倒了，伸手把我扶起
来，我们一起跑到了终点，结果
是我们两人都得了第一。我们是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阳光存在
于友谊里。

和妈妈在一起的日子，也充
满欢歌和笑语。我和妈妈来到海
边玩，大海的风景可美了，海鸥
在天上飞；小鱼在水里游。人们
在沙滩上玩耍，有的在打排球；
有的在欣赏风景；还有的在倾听
大海的述说。我和妈妈在海边留
下了一张张美丽的照片，然后和
妈妈一起去图书馆看书。和妈妈
一起度过的每一天都阳光灿烂。

阳光灿烂般洒在身上，真怀
念那些日子。

那阳光灿烂的日子
通伸小学四年级三班 封栋晨

妈妈，请您坐正……我给您
画一张肖像。

妈妈，首先我要给您画一张
慈祥的脸，只要我一看见那和蔼
的面容，就会想起许多耐人寻味
的故事，三天三夜都讲不完。记
得有一次，在一个炎热夏天的夜
晚，我躺在床上准备睡觉，可夏
天的炎热却让我怎么也睡不着，
您拿着一把扇子，为我扇风，直
到我慢慢睡着了，才用小被子轻
轻地搭在我身上，继续摇着扇
子。天亮了，我醒来时，被眼前的
景象震撼了：妈妈握着一把扇
子，朝我微微地扇动着，另一只
手还拿着我的小被子，堆在我身
前，眼睛似闭非闭，一夜未眠。

妈妈，我再给您画一双炯炯
有神的大眼睛，这双眼睛只要在
我的作业上一过，就会把我所有
错题全都挑出来。

妈妈，我最喜欢的还是您那
小巧玲珑的嘴，我很崇拜您这张

“故事之嘴”，一年三百六十五
天，天天晚上讲故事已经给我讲
了十年了。平常只要您高兴，就
会把嘴角咧开，加上眼睛的配
合，就是一个灿烂的笑容。

妈妈，今天就画到这里了。
平时您对我的照顾不可计数，为
了我您常会不辞劳苦，今天我把
这幅画送给您，是我对您的感
激，您给予我的一切，我不会忘
记。我永远是你的贴心小棉袄！

给妈妈画像
莱山实验小学四年级三班 齐鲁晚报小记者 林欣潞 指导教师 杨伟静

你听过春风吹草的声音吗？
草原无边无际，一眼望不到边。
风一吹，就听到“沙沙”的声音。

它好像在说：“好凉爽啊！”
你听过雨淋到地上的声音

吗？春雨从天上跳着舞飞了下
来，雨给我们带来了丰富的水。
它跳下来的声音是“哗哗”的声
音，好像在说：“我帅吧！”

你总看过动物出来找食物
吧！黑熊慢慢地爬起来，它没找
到食物，反尔摔了一跤。发出了

“呯呯“的声音。地好像在说 ;”哎
呀，真是的。”

小鸟在树上造窝，它的羽毛
是白色和红色的，特别的美。它仿
佛在说：“我比你们厉害多了”。

春天，万物复苏，小鸟在枝
头唱歌，小草和小花都摇着自己
的脑袋，它们好像在说；“加油，
加油。”太阳出来了，抖抖手臂，
它好像在说；“兄弟们，我来了。”
百灵鸟在枝头唱歌，好像在唱；

“春天来了，春天来了！”
人们有的在外面散步，有的

在打篮球，还有的在比谁跑得
快。春天的歌声无处不在，我们
要时刻记住春的歌声。

春天的歌声
南通路小学三年级四班 杨博森 指导教师 李杰 我们家养了五六条孔雀鱼，

它们的身子又细又小，而尾巴却
又大又长，很是漂亮。这些小鱼
活泼可爱，我可喜欢他们呢！

记得有一次，我往鱼缸里撒
了些鱼食，那几条孔雀鱼争抢
着，你推我挤，生怕吃不到食物。
有一条体型较小的鱼儿碰上了
一粒“大”鱼食，这本来是一件好
事，但由于它的嘴巴太小，鱼食
根本“塞”不进去。它便顶着鱼食
在鱼缸里转圈，好像在说 :小主
人，你快帮帮我吧！看着它那滑
稽的样子，我乐得直拍手。

前几日，妈妈在鱼缸里放上
了一个假珊瑚，鱼儿似乎游得更

欢了，它们在珊瑚丛中窜来窜
去，快活地游着，有几条还时不
时游上来向我吐几个泡泡，好像
在感谢我给它们布置了新家呢！

小孔雀鱼，我希望你们每天
无忧无虑地生活在属于自己的
小天地里，更希望你们能永远地
陪伴着我，给我平淡的生活带来
无穷的快乐！

我家的孔雀鱼
星海艺校四年级一班 魏其霏 指导教师 史崇敏

投稿小作者请注明自

己的姓名、联系方式、学

校、班级、指导教师，投稿

邮箱：qlwbxh@126 .com

■编辑：王伟凯 ■美编/组版：武春虎
乐学·小荷 今日烟台

■2012年4月2日 星期一C14


	J1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