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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小荷

陪陪爸爸妈妈过过情情人人节节
莱州市金城镇吕世祥中心小学 三年级二班 邵玫 指导教师 李锦梅

不一样的清晨
文化路小学 五年级五班 刘雨达

情人节那天，下午放学的时
候，爸爸骑着摩托车来接我，路
上，爸爸对我说：“今天是情人节，
我得给你妈妈送情人节礼物，你
来帮爸爸选，好吗？”我高兴地说：

“好啊！”却在心里盘算起自己的
心事来：唉，可怜我好长时间没吃
到零食了。医生说我严重缺锌，要
少吃零食。妈妈信极了她的话，从
此严格看着我不让我吃零食。正
巧可爱的老爸给我提供了这么个
绝妙的好机会，我一定要趁此机
会大捞一把，而且还不能让老爸
看穿。想到这儿，我的心中按捺不
住地兴奋与激动。

进了超市，我东看看，西瞧
瞧，看到有好多人在买巧克力。爸
爸说：“我也给你妈妈买巧克力吃
吧。”我可不爱吃巧克力！于是赶
紧说：“不，不买巧克力！你别人家
买什么你就买什么，得买点儿跟

别人不一样的。”爸爸一听，夸奖
道：“对，想法不错。那你说买什
么？”呵，机会来了！我赶忙抓住机
会说：“买果冻呀，又好吃又好看，
晶莹透亮，多像你对妈妈纯洁的
心呀！”爸爸说：“嗯，好。”于是
爸爸忙着挑果冻去了。

耶！首战告捷，我强压住自己
欢蹦乱跳的心，抓紧时间想办法
攻克第二个目标——— 牛肉干。这
也是我最喜欢吃的零食之一。走
到卖牛肉干的地方，看到一张纸
条上赫然写着：买一袋送一小袋。
哈，真是天助我也，正愁不知怎么
怂恿老爸呢。“老爸，老爸，快过
来！”老爸手提着果冻急急忙忙走
了过来。“老爸，你再给妈妈买袋
牛肉干吃吧，今天买还便宜，买一
袋送一小袋，一大袋和一小袋正
好代表咱们俩个对妈妈的祝福
嘛。”老爸又被我一张巧嘴说动了

心，连声说：“嗯，好，好，买牛肉
干。”说着，拿起了两袋。嘿，二战
又胜利了！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呢？
对，可比克！“老爸，妈妈特别爱吃
这种可比克，你给她买几袋吧。”

“是吗？”爸爸有点犹豫。“真的，有
一次我妈自己说的。”我连忙解释
道，“妈妈还说她最爱吃烧烤味的
和香辣味的。”爸爸还有点犹豫，
我拽着老爸的胳膊使劲地摇着
说：“真的，真的，你别太小气了
嘛，这么便宜的东西，你都不舍得
给妈妈买吗？”被我这么一激，老
爸又昏了头，连连说道：“好，好，
好，买。”并且一下子就拿了四袋。
真是乐死我了。对了，还有饮料
呢！我最爱喝可口可乐了，可是怎
么对老爸说呢？我眼珠子一转，计
上心来：“老爸，你给妈妈买的这
些好东西吃了会又干又辣，你最
好再给妈妈来瓶饮料，妈妈一定

会夸你周到的。”爸爸一听，乐了：
“我闺女真会想！你妈平时总嫌我
不周到，这会我要让她对我刮目
相看。”于是喜滋滋地主动领着我
来到饮料跟前，在我的建议下，买
了两瓶可口可乐。嘿，这下总算大
功告成啦！

我心满意足地跟着爸爸走
向出口去付钱，看到有几位先生
手里拿着一枝枝玫瑰花，真漂
亮！妈妈一定会喜欢的。想到我这
个做女儿的竟然只顾着趁机给自
己买好吃的去了，顿时觉得愧对
了正在家里做饭的妈妈。于是我

又开始煽动老爸：“爸爸，咱们光
想着给妈妈买吃的了，你看人家
多浪漫，给老婆买玫瑰花，你也给
妈妈买一枝吧，要不妈妈会嫌你
不够浪漫。”爸爸一听，感觉在理，
就又听话地转身去给妈妈选了一
枝美丽的玫瑰花。

接下来的事就可想而知了，
所谓的给妈妈买的吃那些好吃
的，几乎全部进了我的肚子。虽然
妈妈不停地开我玩笑说：“哎哟，
这是俺老公给我买的情人节礼物
啊！”你们瞧，我是一个多么聪明
的“吃才”呀！

“今天天气真好，花儿都开了。”
我早晨哼着歌回到姥姥家，打开电
视看动画片。

姥姥准备今天包饺子，东西都
准备好了，姥姥朝里屋喊了一句：

“垚垚，过来。”我说：“马上就来。”我
来到姥姥面前说道：“姥姥有何命
令啊？”“垚垚，你也不小了，好帮着
包饺子了，你妈像你这么大早就会
擀饺子皮了！”我说：“姥姥，你把饺
子包好，我烧火行不行？”姥姥说道：

“不用，你学擀饺子皮。”姥姥又说我
你这么大了该干些家务活了。我无
奈地说：“好吧，我擀。”

“说到做到！”
“好。”
姥姥把面团拿出来横着切成

粗条，揉搓成细条，切成小剂子，姥
姥把擀杖递给我，说：“擀吧！”我说：

“我不会，您擀个给我看看。”姥姥
说：“行，好好看着。”姥姥擀得很快，
很熟练，我还没看懂就擀好了。姥
姥说：“好了，该你擀了。”我只好硬
着头皮开始擀了，没想到我擀了个
正方形的饺子皮，姥姥有点火了，
说：“我擀慢一些，你好好看。”姥姥
又示范了一次，可是看起来容易做
起来难啊！我笨手笨脚地擀着，姥
姥急脾气，一巴掌打到我手上，我
心里有点委屈，又拿了一个剂子
擀，“哇！”我怎么会擀了！擀的既圆
又薄，难道我是被姥姥打通了任、
督二脉！我接着擀，姥姥开始表扬
我了，我太开心了！

饺子皮擀完了，中午吃饺子的
时候，我觉得这饺子真香、真好吃！

石岛，我的家乡，位于山
东半岛最东端，荣成市南部石
岛湾畔，是对外开放的渔船避
风港。

三面环山特殊的地理位
置，注定其物产丰富，每年的
八、九月份各种鲜美的海产品
争先恐后离开大海，跳进渔民
的小船里。这个时候也是我爷
爷最忙的日子，他是一名经验
丰富的老渔民。他说石岛就是
他的仓库，石岛养育了我们几
代人。

每年暑假是我最开心的
假期，因为爸爸妈妈会带我回
石岛老家住一段时间。吹着海
风，踩着沙滩，沐浴着海水和
阳光，还能尝到最新鲜的海
鲜，让我情不自禁赞叹我的石
岛。

石岛还有一个鲜为人知
的绰号——— 小香港。它的由来
是因为石岛的晚上格外的绚
丽多彩。轮船的悠长的汽笛声
替代了渔船轰隆的马达声，月
光和繁星替代了阳光和白云，

再点缀上路灯、霓虹灯和渔家
的彩灯，仙境般的美丽夏夜。

石岛山水也很特别，北有
朝阳山，背靠石岛山，再配以
东北方的镆铘岛，一湾静水点
缀着两抹新绿，格外诱人。爸
爸说他小时候每年春天都会
去山里踏青野餐，各种野菜野
果非常美味，石岛的山就像一
座宝库。

石岛，我爱你！因为你的
独特，因为你的富饶，更因为
你的美丽！

“退让一步，海阔天空。”
这就是我的座右铭。小时候，
我根本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而9岁那年的一天上午，我懂
得了这句话的含义。这之间，
还有一个刻骨铭心的小故事
呢！

那时正是炎热的夏天，知
了在树枝上不停地唱着：“知
了、知了……”好像在说：“我
终于知道了夏天的炎热，好热
啊 、好 热 啊 … … 我受不 了
了……”我和姥姥上午去买
菜，为了走捷径，途中必须要
经过一条很窄的小胡同。我和
姥姥一边聊着天，一边走。不
知不觉马上就要走出小胡同
了。接下来的这件事让我受益

匪浅。
突然，从小胡同的另一边

开进来一辆奔驰车，把我吓了
一大跳。司机抬起头来看见了
我和姥姥，脸上一副不屑的神
情。我本以为那个叔叔能让一
让，却没想到他素质那么差，
居然还要往前开。我和姥姥只
好又退了回去，走回了小胡同
的另一端。

当时，我退回去后马上不
解地问：“姥姥，我们退回来干
嘛，直接冲上去不就完啦？再
说了，他又不敢再往前开车撞
着咱们。我们躲着他干嘛？”姥
姥摇摇头，笑着说：“孩子，不
要那样做。你这样看看：咱们
让了他，那咱们对了，说明我

们能忍能让；他没让咱，是他
的问题，咱们就不要计较了。
退让一步，海阔天空。”听了姥
姥的话后，我似懂非懂地点了
点头。

现在想想，确实是这样。
有的事情，没必要斤斤计较，
凡事不要得理不饶人。自己往
后退一步看看，也许能在这件
事中看到自己的不足；也许在
细想之后，你心中的那团“熊
熊怒火”，也就不知不觉“灭
了”。退让一步，海阔天空。

那个炎热的夏天，那个阳
光明媚的上午，让我懂得了谦
让——— 也是一种美德。而这句
话，就成了我的座右铭。

“哇！已经晚上11点了，是应该睡
觉的点了。”说完，放下笔，朝我心爱
的床“飞”去。“哦！真的好……舒
舒……服。”不一会儿，我便在床上呼
呼大睡起来，并慢慢地“走”进我甜蜜
的梦乡。

“这是哪里？为什么风景如画，景
色宜人，宛如人间仙境。不，不，这里
就算不是人间仙境也应该算是梦境
了。难不成我真的在做梦？”说完，我
便掐了一下自己的脸，“啊！痛痛，真
的不是在做梦。”这里现在应该是清
晨。空气中蕴藏着树叶一般的清新，
这里的小草是那么的娇嫩，跟这里比
起来，城市的小草似乎失去了往日的
光泽与生机。这时一轮红彤彤的太阳
从东方升起，洒下了点点金光。火红
的太阳从山的东边缓缓升起，越升越
高，好似近得一伸手就能接触到一
样。我仰起头，沐浴着晨光，心随之飘
飘然。这里虽然离太阳“近”，但是不
像城市那般炎热。突然引入眼帘的不
是我身边的花花草草，而是山脚下一
座小山庄。

于是，我连滚带爬地冲下山顶。
小山庄的人并不多，但十分地快乐。
不像城市里的人，整天不是挤公家车
就是被堵在公路上。而这些人，小朋
友在地上打滚，大人在田地里弯腰干
活，而老人嘴里叼着烟斗，与别人交
谈。他们脸上都露出幸福的微笑。当
我准备走上去与小孩子嬉戏，帮大人
们干活，与老人交谈时，他们脸上洋
溢着快乐幸福的笑容深深地刻在了
我的心里。

“刘雨达！到点了！该起床了！”此
时妈妈在我的耳边嚷嚷着。“哦……”
我睁开朦胧的睡眼，“我马上起。”我
还回味在梦中的美好中。现在回味起
来，真的是在做梦。俗话说：“日有所
思夜有所梦。”我们人类真该好好守
护好这个美丽的地球了，不要再让它
失去往日的光泽。

有墨香的纸页、铅印的字
体，厚厚薄薄的这便是书；有优
雅的诗句、深沉的思想，长长短
短的这便是书；有古人的思想、
未来的畅想，深深浅浅的这便
是书。最喜欢一个人沉浸在书
香氤氲的氛围里，思绪悠悠泛
舟书海，感觉闲适而怡然，充实
而快乐。

儿时，翻开五彩的画卷，美
人鱼的善良、老皇后的恶毒、唐
老鸭的幽默……在其中，我辨
明了真善美，分清了假恶丑。

童年，打开神奇的世界，
《十万个为什么》摆在最显眼的
位置，《少儿百科全书》也不甘
示弱，亚里士多德、伽俐略、牛

顿，这些伟人都在向我招手，让
我看到那科学顶峰的灿烂，在
其中体验知识的魅力、科学的
真谛。

现在，翻开厚实的篇章，我
更爱翻那些像砖头块一样厚的
书，《上下五千年》、《世界历史
纵横》让我了解了何为国耻，也
在我的心灵中埋下了一颗爱国
的种子，让我深知我们中华民
族复兴的伟大梦想。《现代百科
全书》中，基因的染色体、克隆，
一齐涌来，让我看到了现代科
技的发达，看到关于未来的种
种美妙构想。读鲁迅，我领会了
他的“俯首甘为孺子牛，横眉冷
对千夫指”的精神，看到当时社

会的腐朽、人的麻木，他不仅
只唤醒当时之人，也为今天的
我们敲着警钟。读余秋雨，我领
略了世界之广、地域之宽、文化
之深。原来，敦煌不仅有辉煌，
也有耻辱；承德避暑山庄不只
有文化，也有无奈。在薄薄书页
中，承载的是民族的兴衰，在书
中，我的思想跟随深邃的笔触
一起飞翔。徐志摩带给我的是
他的雅，他的诗篇透露出剑桥
的美、沙扬拉娜的情，作者文人
的独特情怀像一眼清泉，洗涤
着我的灵魂。

如果说人生是环环相扣
的链条，那么读书就是一级
一级向上延伸的阶梯。我一

步
一 步 地
向上攀登，增长知识，认识历
史，追求真理，展望未来。在
读书中我深深体会到那一句
至理名言：“书籍是全世界的
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
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
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生
命有限，书海无涯，好庆幸我学
会了在读书中享受，在享受中
读书。

诗曰：“腹有诗书气自华”。
我说：“淡淡书香最怡情。”

学擀饺子皮
黄务小学 四年级二班 杨钰涵 美美丽丽石石岛岛

潇翔小学 三年级三班 连泽阳

淡淡淡淡书书香香最最怡怡情情
莱州市东宋中学 任竹艺 指导教师 任艳玲

我我的的座座右右铭铭
南通路小学 五年级四班 迟元芳 指导教师 刘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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