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我爱爱爬爬山山
八角中心小学 三年级三班 孙子桐 指导教师 刘金煜

美丽的秋天
八角中心小学

二年级四班 陈姝含

指导教师 王瑞英

“睡觉了！听见没有？睡觉了！”
妈妈又在催我睡觉了！我时不时地
会说：“知道了！”可我的眼睛仍离
不开让我如痴如醉的书本。读书是
我课余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
让我忘记一切！

有一次，妈妈给我布置了一个
小小的任务，就是收拾我的书桌和
我的房间。我在收拾书桌的时候又
发现了我最喜爱的《阿衰》丛书，于
是，我就坐在沙发上津津有味地看
了起来，因为这本书太幽默了！我
不时发出“哈哈”的笑声，打扰了正
在睡觉的妈妈。妈妈说：“我给你布
置的任务做完了吗？”我不好意思
地说：“对不起，妈妈，我看书忘了
收拾。”妈妈笑着说：“你真是个小
书虫呀！等你看完书再干活也不
迟。”你看，这就是我的课余生活：
看书。它给我带来了乐趣！

在众多爱好中，爬山是我
的最大爱好。因为爬山不仅能
够锻炼身体，而且还能欣赏美
丽的风景，饱览祖国的大好河
山。

周末，妈妈带我去爬磁山，
我心里高兴极了。

我们来到磁山脚下，一座
座山脉引起了我的注意，一座
连着一座，高低起伏，环抱着苍
翠的树木，犹如妈妈的怀抱，暖
意融融……

一路踏着长长的石阶，听
着鸟儿婉转啼鸣，我极目四望，
各种各样的树木昂然挺立，深
深地扎根在那肥沃的山土里。
粗壮的枝干犹如有力的手臂，

托起那繁茂的树叶，在阳光照
耀下，是那么的鲜亮耀眼。

就这样一路欣赏，一路陶
醉，我们不知不觉中便爬了一
段路程。“妈妈，歇会儿吧。”我
有些体力不支，喘着粗气对妈
妈说。说完，顺便倚在一块石头
上。“咦，这是什么？”我好奇地
望着石头上雕刻的字，读了起
来“山峰——— 石老公，形似一位
老翁，与对面的石老婆遥遥相
望……”我顺着石碑所指方向，
仰望上空，只见一座山石，酷似
一位老人的脸，正遥遥地望向
东方的大海，那哀伤的神情，仿
佛 在 诉 说 着 一 个 动 人 的 故
事……

路过石老公，便来到了
“一线天”。“一线天”是两块巨
石夹缝而成，仅能侧身过一
人，倘若过胖之人，则只能望
缝兴叹，绕道而行了。看着那
狭窄的细缝，两块巨石犹如泰
山压顶，我心中顿时添堵，一种
恐慌感油然而生。“妈妈，我还
是绕道而行吧。”我畏难地说。

“这点困难就把你吓到了？妈妈
身体比你胖都不怕，你怕啥？
来，加油，你一定行的。”受到妈
妈的鼓舞，我感觉到了一种力
量，鼓起勇气，侧着身子，一步
一步地挪动脚步，顺利地穿过
了缝隙。顿时一股山风迎面吹
来，我不禁打了个冷颤。

站在山顶上，我伸开双臂，
呼吸着新鲜的空气，面向遥远
的 大 海 ，大 声 地 呼 喊 着 ：

“磁——— 山，我来了！我来了！”
声音在山谷中飘荡，难抑我心
中的畅快淋漓。我为我自豪，我
为我骄傲，我征服了自己。当美
景一览无余，尽收眼底时，这时
我才领会到“会当凌绝顶，一览
众山小”的意思。

我喜欢爬山，因为有了体
验，才有了乐趣。

秋天就像一位魔术师，它
把魔术棒一挥，便把我们的校
园打扮得格外美丽。所以我喜
欢秋天，更喜欢秋天的校园。

秋姑娘悄悄地来到了校园
的小路上。啊！一幅清新秀丽的
画卷立刻展现在眼前：红彤彤

的太阳从东方升起，放射出万
道金光，给两旁树木披上了一
件金色战袍，它们巍然直立着，
像给校园筑成的高大的绿色围
墙。

秋姑娘悄悄来到校园中间
的大花坛，那里有一棵高大的
松树，松树是四季常青的植物，
在今日它们还是那么翠绿，在

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犹如
一把巨大的伞。

秋姑娘悄悄地来到了操
场上。操场周围的杨树也纷纷
落叶了，它们在空中飘落着，
展现着最优美的舞姿。上面结
出的小果子恰似一个个超小
号的“榴莲”，里面露出的黄色
的绒毛，仿佛是一个个刚刚破

壳而出的小鸭子。下课了，同
学们争先恐后地来到操场，有
的跑步，有的跳绳，有的踢足
球，还有的打篮球……他们跳
动的身影为美丽的秋天增添
了几分活力。

秋天的校园是多么的美丽
啊！我喜欢秋天，更喜欢秋天里
多姿多彩的校园！

玩玩滑滑板板
八角中心小学 三年级三班 韩欣雨 指导教师 刘金煜

最近，玩滑板的人越来越
多了 ,当我看到别人轻松自如
地滑翔，就特别眼馋。这不，一
放暑假，我就缠着妈妈给我买
了一个滑板车，我拿着它,爱不
释手。

傍晚，我便急不可待地做
起了全家总动员，让他们带我
去小区广场学滑板。到了广场
上一看，哇，这么多滑板高手。
只见他们脚踩在滑板上，轻盈
快捷地在人群中穿梭，活像一
只只展翅飞翔的小燕子。我看
着羡慕极了，心里想我一定要
像他们一样做个滑板高手。

开始，爸爸双手扶着我站

上滑板，让我保持平衡，再用
左脚踩着滑板的一端上下摇
摆。可是滑板一点也不听我的
话，我想向前进，可它却从我
的脚下跑掉了，害得爸爸差点
摔倒。我有些泄气，说：“滑板
真难学！”爸爸鼓励我说：“世
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哪有
一学就会的？”听了爸爸的话，
我决定再试试，又踩上滑板练
了起来，但是，总保持不了平
衡，东倒西歪。爸爸不像从前
那样紧抓着我的双手了，而是
伸出一条胳膊让我扶着，爸爸
轻轻地一推我，借着推力，哈
哈！滑起来了。“啪”！又摔跤

了。我忍住疼痛，坚强地爬起
来，又站上了滑板滑了一圈，
突然有个男孩子向我迎面滑
来，“轰”地一声，我们撞在一
起，我迅速地抓住身边的栏
杆，勉强站稳了。那男孩技术
好，转了个弯躲开了。我怒气
冲冲地喊：“你怎么不看着点
呀？”那男孩向我做了个鬼脸，
一溜烟“飞”走了。

天渐渐黑了，我已经能单
独滑一小会儿了，但是，你说
怪不怪？我只会向前滑，不会
转弯，左练右练还是不行，我
真的好失望，看来，做个滑板
高手真的不容易呀。别人就像

一只在蓝天自由飞翔的小燕
子，而我就像一只羽翼未丰满
的、不会飞的笨小鸡。接下来
的第二天、第三天……通过自
己的刻苦训练，我终于展开双
翅飞起来了！

通过这件事我明白了，不
管做什么事只要坚持、不放弃，
总会成功的！

美美丽丽的的校校园园
八角中心小学 四年级三班 朱思瑶 指导教师 赵延风

我的学校是烟台开发区八
角中心小学，它坐落在八角海
韵小区的南面，是一座由五个
小学合并而成的新校园。目前
学校有七十多位优秀的教师和
八百多名可爱的小学生，是一
个依山傍海、风景优美的地方。
现在我带你们参观一下我美丽
可爱的学校。

走进校园往西望去，一根
高大的旗杆耸立在教学楼前，
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每
个周一，我们都在这里唱国歌、
升国旗，聆听老师的谆谆教导。
离旗杆大约100米，有一个椭圆
形的大花坛，花坛的中央，是一
棵高大茂盛的松树，大约有两
层教学楼那么高，远远望去，这
棵松树像一把巨大的太阳伞，
细心地呵护着它下面的小花、

小草。往北一望，最吸引你眼球
的是一座高大的五层教学楼建
筑。雪白的墙面，灰色的石砖都
给人一种严肃庄重的感觉。

学校教学楼共有东西南三
个门，我们早晨乘着校车来到
学校，从东门走进去，首先是一
个大厅，大厅正前面的墙上有
十个红色的醒目大字：诚实学
做人，踏实学做事。下面是一个
电视，每天都播放着我们的一
些日常活动画面。墙角分别摆
放着两个大花瓶和几盆高大的
花木，我始终叫不出它们的名
字来。往里走，是一条大约500

米长的走廊，每天清洁工阿姨
都把走廊打扫得干干净净，像
镜子一般，让人不舍得踩上去。
走廊右边是几间教师办公室，
左边是一二年级的教室。

从一、二年级教室的中间
往南走，就是学校的南门，出了
南门，是一片宽敞的水泥空地，
每天第二节课间，我们都在这
块空地上做操、游戏。每当这
时，安静的学校一下子热闹起
来，宛如一个波涛汹涌的大海。
你看，一年级的小同学在进行
踢毽子比赛呢，五彩的毽子在
他们的脚上飞来飞去，犹如一
只只灵巧的小燕子。

想知道我的教室在哪里吗？
跟我走。从南门一直往北走有一
个楼梯，上了楼梯左拐，第一个
教室就是我的班级—四年三班，
一个团结向上的班集体。进了我
们教室一看，四排桌椅摆放整
齐，地面干净整洁，窗台上摆放
着几盆同学们从家里带来的各
种各样的花，这一盆花还没有凋

谢，那一盆又开了，五彩缤纷，漂
亮极了！站在窗前往南望，大约
1000米处，是一个方方正正的大
操场，操场十分平整，有各种跑
道，有篮球杆、有沙坑，还有跳高
的地方。我最喜欢的是操场中央
用橡胶做成的像小草一样柔软
的绿色地毯，没事的时候，躺在
上面打一个滚，真是惬意！

在教学楼的最西面有一个
西门，这里是走向食堂的通道。
每天中午，我们在老师的带领
下，去食堂吃那香喷喷的饭菜。
食堂里饭菜的花样可多了，有
馒头、饺子、馄饨、米饭等，菜也
是应有尽有，让你吃了以后，一
点不会有想家的感觉。

这就是我美丽的学校。我每
天都在这里快乐地学习和生活，
希望你有机会一定要来参观啊！

秋天是个美丽的季节，让我们
一起来看一看吧!

天是那么的高，那么的蓝，一
朵朵白云在空中飞舞着，有时像一
群绵羊在吃草，有时像一匹骏马在
奔跑，有时像一条巨龙在飞翔，有
时像……

秋天的田野一片喜气洋洋，玉
米成熟了，沉甸甸的玉米穗高兴地
扬起了头。

漫步在秋天的小路上，地上铺
满了一层叶子。一阵香味飘来，原
来是果园里的果子熟了：有红红的
大苹果，一串串紫莹莹的葡萄……
我最爱吃葡萄了，摘一个扔在嘴
里，甜甜的，让你回味无穷。

秋天真是个美丽的季节，我爱
秋天！

看书
八角中心小学

三年级二班 于肃贤

指导教师 连欣彤

画画
八角中心小学

三年级二班 陈诺

指导教师 连欣彤

我的课余生活是丰富多彩的，
比如画画、做手工、玩游戏等。但我
还是最喜欢画画。

我画画可是有计划的。我会从
漫画书中找出我最喜欢的图案，先
画好铅笔线条，再按情况搭配颜
色。画完了以后，再用水彩笔画一
遍，如果要涂背景，就用油画棒轻
轻地涂一层。

画画也有许多种，我最喜欢水
粉画，每次涂颜料的时候，我都把
身上弄得脏兮兮的。我喜欢水粉画
是因为水粉画涂出来的颜色鲜艳，
当然也很漂亮喽！

画画给我带来了乐趣，也丰富
了我的课余生活。

秋秋天天的的校校园园
八角中心小学 四年级一班 赵雨洁 指导教师 马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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