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清明明踏踏青青
星海艺术学校 四年级二班 张闫胤翔 指导教师 史崇敏

压压力力与与梦梦想想
莱山区黄海路小学 李依蔓

指导教师 孙利波

梦想是什么？有人说，梦想是
你通往成功的金子路；有人说，梦
想是黑暗中一根不起眼的火柴；
而我自己却认为，梦想是让小孩
子慢慢变为成功人士。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小学教
师，用自己辛勤的汗水培育一代
又一代的学生。

从乌黑发亮的黑发变为斑斑
银丝，光滑洁白的脸慢慢布满皱
纹。老师多么伟大。夜深人静的时
候，他们还在微弱的灯光下批改
着作业。没有老师，就没有那么多
一代一代的才子。更没有这个文
明的社会。而口口声声说自己将
来要成为一名教师而现在却不努
力学习的人，要成为教师那只是
空谈。

有人说，他想做一名世界皆
知的明星，尽情散发自己耀眼的
光芒。

有人说，她想做一名世界闻
名的科学家，为国家造出先进的
产品。

也有人说自己想做一名威震
四方的将军，锻炼出一拨又一拨
的军人。

而我只有一个简简单单、普
普通通的梦想，成为一名教师。教
师不就是这样的吗，为了教育学
生而付出心血，自己却可能被遗
忘。所以说，世界上每一位老师都
是伟大和辛勤的。

压力又是什么？很多人都把
压力视作一个负担，当做一个不
需要的负担。压力有可能会导致
自己发挥失常；也有可能会让自
己紧张，而把能做好的事情却做
的一塌糊涂。压力等于失败，失败
等于成功之母。每个人都会有压
力。学生有考试不好的压力不等
于不能好好复习，没有工作的人
们有失业的压力不等于不能再去
应聘新的工作。

成为一名教师，这个深藏在
心底的梦想给我带来了压力，却
也变成我学习的动力之源。我要
坚持梦想，变压力为动力，以成就
美好的人生。

可可爱爱的的旺旺仔仔
星海艺校 三年级一班 周弥朵朵

指导教师 张振声

我家有一只哈巴狗，它叫旺
仔。一身灰黑色的毛，光滑的好像
擦过油似的。旺仔玲珑的小面孔
上长着一对黑宝石一般的眼睛,它
还有一个灵敏的小鼻子，连我藏
在枕头底下的香肠，也会被它发
现。腊肠似的小尾巴，一看见我尾
巴就会摇个不停。

旺仔喜欢待在姥爷的棉鞋
里，为什么呢？应该是它觉得棉鞋
很暖和，像它温暖的窝吧！旺仔睡
觉的时候，身体缩成一个小肉球，
趴在姥爷的棉鞋里，身体一起一
伏 ,呼吸得很均匀，但是它又很警
醒，只要听到一点响动，就立刻睁
开眼睛，左顾右盼，觉得没危险
了，才闭上眼睛呼呼大睡。

旺仔最喜欢吃樱桃肉了，吃
的时候，狼吞虎咽的样子常常逗
得我们哈哈大笑。喝水的时候，它
就会伸出那红红的小舌头，在水
里舔来舔去。

每天我放学一回到家，它就
会向我跑来，冲着我直摇尾巴。然
后趴在我的鞋上舔来舔去，我一
边叫着它的名字，一边抬起我的
脚，旺仔就用它那软绵绵的小爪
子来抓我的鞋，向我撒娇。

晚上，旺仔趁我们全家都睡
觉了，就开始随地大小便，早上当
你看到满地狗屎，我绝对不会责
打它，因为它是那么的生气勃勃，
天真可爱！

清明节的时候，我和爸爸
妈妈去苏州、泰州赏油菜花，游
览水上森林公园，参观五A级
的溱湖湿地公园。我收获很多！

在路上导游阿姨给我们介
绍了我们要去看水上“千垛油
菜花”，我好期待呀！在景区的
门口，就看到了大片的油菜花
田，油菜花好像一片一望无际
的金灿灿的海洋。走进人群，我
感到非常热闹，游人特别特别
多。油菜花小姐在微风中摆动
着自己的身子，好像是在欢迎
我们。拍照时，我和爸爸像是淹
没在花海之中，真是“人如潮，
花如海”。我们又到了画舫船
里，在画舫船上看油菜花又是
另一番味道。我在船尾上看见，
油菜花田被小溪分成一块一块
的，像一个一个的金色豆腐块，
真是美不胜收！

看完油菜花，我们到了水

上森林公园，进了公园门口，
我看到了高大的水杉树向我
们招手，它们像一个个卫兵屹
立在道路的两旁，一排一排的
数不胜数。听爸爸说，它们是
活化石。突然，一只白鸟从我
头上掠过，爸爸说那是一只白
鹭，哇！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白
鹭，我忽然想起“两只黄鹂鸣
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的诗
句，我真正体会到了诗中的意
境了！我又和爸爸妈妈去坐竹
筏漂流。竹筏是长方形的，上
面放了十把小木凳，一位渔夫
老爷爷，用竹竿慢慢地撑着竹
筏，竹筏顺着小河慢慢地前
进。出了港口，进入森林深处，
鸟儿的鸣叫声更响亮了。有的
像在给我们说“你好”；有的像
在为我们唱歌；有的像在相互
对话，真是热闹极了！我静静
听着鸟儿的鸣叫，仿佛自己此

时也变成一只快乐的小鸟！听
导游阿姨说：“每到傍晚这儿
会有万鸟归林的壮观景象！”
你看这美丽的倒影，听着鸟儿
欢乐鸣叫，再加上这轻轻飘动
的竹筏小舟，共同构成一幅多
么和谐的图画！这时夕阳照射
出的万道霞光倒映在水面上，
水面上映出五颜六色的色彩，
像是把湖水也染得色彩斑斓，
那景色实在太美了，真是“舟
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

第三天，我们迷迷糊糊地

起了床，吃完了苏州皮包水的
特色早茶，便出发了，我们到了
溱湖湿地公园，我看见了湖上
有很多艘龙船，船头是龙头的
形状，船尾是龙尾，龙船上的船
夫都穿着金黄色的衣服，扎着
金黄色的头巾，很是威风凛凛！
听导游说这是他们一年一度的
会船节，很是隆重很是热闹。

这次清明节踏青让我大开
眼界，让我了解了苏州的民俗
文化，看见了江苏的美丽风光，
多么愉快的踏青之旅呀！

游游昆昆嵛嵛山山
莱山区实验小学

三年级三班 王玮宁

指导教师 杨绥东

昆嵛山位于烟台市牟平
区，它风光秀丽，山势雄伟，方
圆百里，山壁高低不平，名胜
山水不计胜数，多有清泉飞
瀑，因而有东方之冠之美誉。
一进入昆嵛山，如同来到了一
个美丽的童话世界……

春天之时，昆嵛山的气候
异常温暖，绿草茵茵、山花烂
漫，花草树木各色鲜艳。九龙
池飞流直下三千尺，宛如散珠
喷雪，壮观无比；翡翠池清澈
见底，好似一面巨大镜子把高
山峡谷照映在“镜子”中。

炎夏，昆嵛山的气候与其
他地区有一处相反，那就是别
的地方很热，可昆嵛山不是烈
日炎炎，而是清爽宜人，旅客
可以在此乘凉，而美丽的仙女
湖更是个乘凉的好去处，仙女
湖五彩缤纷，湖水清澈，水温
凉爽，成了夏季一道美丽的风
景线。

秋天，昆嵛山犹如披上一
件金黄的大衣，还有那火红的
枫叶，让它呈现出别样的美。
还有苹果、山楂等果实硕果累
累，无比诱人……

隆冬，大雪飞舞，九龙池
结了冰，无数冰笋在大雪下闪
烁，银光闪闪，美丽动人，整个
大湖结了一层厚厚的冰，犹如
披上了银色铠甲，这“铠甲”十
分坚固，用鸵鸟蛋大的石头，
也难以打破。

古老而神奇的昆嵛山，秀
丽而多姿的大自然，他们是那
么的美丽、神奇，我爱他们！

读读《《血血色色母母爱爱》》有有感感
莱山区孙家滩小学 四年一班 李俐颖 指导老师 孔春梅

人们常说母爱是世界上
最伟大的力量，读了《血色母
爱》这篇文章后，我才真正体
会到了。

故事发生在奥地利，主
人公是个叫罗莎琳的13岁女
孩，由于从小失去了父亲，家
境的贫困，她常受到别人的
歧视。她认为正是母亲给她
带来了如此多苦难，便对母
亲心生责怪，为了缓解母女
间的关系，母亲便带女儿去
了阿尔卑斯山滑雪。但不幸

降临了，她们迷了路，大声呼
救后又造成了雪崩，她们不
停地刨着雪，当他们终于从
厚厚的雪堆中爬出来后，因
为她们的衣服和雪的颜色相
近，所以救援机并没有发现
他们。当罗莎琳醒来时躺在
医院里，医生告诉她，母亲割
断了自己的动脉，爬出一条
长长的血迹，才引起了救援
机注意，救了罗莎琳，但她的
母亲却去世了！

读过这篇文章后，我不禁

泪流满面。这是多么伟大、无
私的母爱啊！我不禁想起了和
妈妈在一起的一幕幕：和我一
起爬山，和我一起打羽毛球，
和我一起去图书馆，和我一起
解 数 学 题 ，和 我 一 起 逛 公
园……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处
处都有妈妈的足迹。高兴时陪
我欢笑，伤心时陪我伤心……
我想对妈妈说：“妈妈，您辛苦
了！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重
望，长大后以十倍百倍的爱来
回报您。”

那天，在无意中我看到
了《斑羚飞渡》这篇文章，看
完后我掩卷沉思。文章主要
讲了一只狩猎队把七八十只
斑羚逼到了戛洛山的伤心崖
上，为了让部分斑羚活下来，
它们只能用老斑羚当蹦床让
年轻的斑羚跳过崖的方法来
拯救斑羚一族。

文中的一个片段令我无
法忘记：一只只的老斑羚凭

着娴熟的跳跃技巧，在年轻
的斑羚脚下当了“垫脚石”。
年轻的斑羚从老斑羚背上猛
然蹬起，一跃便成功飞渡。而

“垫脚石”们则如一颗颗铅球
一样笔直地落了下去。没有
逃跑，没有争夺，秩序井然。
每一只年轻斑羚的跃过，就
意味着一只老斑羚的牺牲。
我本以为会有许多斑羚争抢
着活命。可我错了，每一只老

斑羚都用自己的牺牲换来了
年轻斑羚的重生！

我们生活中也有许多
人同样具有和老斑羚们一
样的牺牲精神，还记得在四
川汶川大地震中的谭千秋
老 师 。当 救 援 人 员 发 现 他
时，他双臂张开着趴在课桌
上，身下死死地护着四个学
生，四个学生都活了下来，
他却永远离去了。还有一个
小男孩手刨四个小时从废
墟下救出了同学，但他的双
手 却 血 肉 模 糊 ，他 就 是 马
健。当然生活中也有许多人
过着宁可他死，不可我亡的
人生。他们的心灵被贪婪、
自私、虚伪……这些黑雾笼
罩着。作为21世纪的少年我
们应该把这些黑雾拨开，我
们的世界才会变得充满奉
献、真诚、信任……

我我的的梦梦··画画家家梦梦
烟大附中 五年级二班 吴星乐 指导教师 刘晓雯

加拿大的瑞恩的梦想是让
非洲人有干净的水喝，王亚萍
儿时的梦想是登上太空，我的
爸爸妈妈童年时的梦想是当大
学老师，他们的梦都已经实现
了。我的梦想呢？是当一名出色
的画家。

我从小就有当画家的梦
想，而且，我一直在努力实现这

个梦想。记得上幼儿园的时候，
我喜欢画人物，简单的几笔线
条就能够把人物的轮廓画出
来。我画人物，先画个圆，这是
人的脸。我再在脸的两旁再画
几条曲线，这便是头发。然后，
我在人物的脸上方点上两点，
在人物的脸的下方画个半圆
形，眼睛和嘴巴就画好了。接
着，我在人物的脸的下方画个
扇形，再在扇形的两边各画五
个手指，衣服和手指也画好了。
最后，我在人物衣服的下面画
个梯形，在梯形上画点图案，梯
形就变成裙子了！再略微点缀
几笔，画中的人物就惟妙惟肖
了。老师说我很有想象力，具有

画画的天赋。在老师的鼓励和
爸爸妈妈的引导下，我对画画
更有信心了。

梦想的实现需要平时不断
努力。不仅在课堂上努力学习
画画，我还报了画画的课外班。
从四五岁时到现在，一直跟着
徐老师学画画，从儿童画、卡通
画、水粉画，到如今的素描，我
都认真对待。我现在在学画各
种立体图形的素描，什么正方
体、长方体、圆柱体、圆锥体，还
有各种实物图案，如书、坛子、
水果、瓶子等等，无论是照着图
画练素描，还是根据实物进行
素描，我都能够画得比较逼真。
去年年底我还参加了一个全国

性的绘画比赛，我选择的就是
素描画参赛。刚知道结果，获得
了三等奖。我有些失望，但我会
继续努力。

我欣赏过许多著名画家的
佳作，也曾读过齐白石和梵高
等画家的传记。前段时间爸爸
妈妈带我去北京的中国军事博
物馆参观，欣赏名人书画作品，
我还用毛笔签名留念。签名时，
博物馆的解放军叔叔给我全程
录了像，说很少有小朋友能够
像我这样认真仔细地欣赏书画
的，还夸奖我的字写得好。

我会坚定我的当画家的梦
想，并为早日实现这一梦想而
继续不断努力。

读读《《斑斑羚羚飞飞渡渡》》有有感感
莱山区孙家滩小学 四年一班 孔文瀚 指导教师 孔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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