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懒猫，快起床吧。”妈
妈向我发起了狮吼功。咦，今
天是什么日子？母亲大人竟然
亲自叫我起床。

“就知道你会忘，今天我
们不是要去太虚宫参加燕九
节活动吗？”妈妈幸灾乐祸地
说，“再不走，就不去喽。”我大
声喊着：“不要啊！我去我去。”
我小声地嘀咕：“我还要去拍
照呢。”“你在说什么？”妈妈疑
惑不解地问道，“没什么没什
么。”

“那我们快走吧，不然某
人 一 会 儿 就 该 垂 头 丧 气
了……”

“今天太阳公公也睡过头了
吗？竟然是阴天，唉……”不过一
想到要去太虚宫逛庙会，心中的

一切阴云都烟消云散了。
刚到太虚宫门口，放眼望

去，哇！来太虚宫的人络绎不
绝。我快步走到检票口，眼前
的景象让我惊呆了：人们排起
了“长龙”，这要等到什么时候
才能进去啊？我像只热锅上的
蚂蚁一样钻来钻去。

经过十分钟，终于轮到了我。
“阿姨，今年庙会的主题

是什么？”好奇心强烈的我疑
惑不解地问道。

“小朋友，今年的庙会主
题是‘春到燕九拜丘祖，祈福
看戏赶大集’，就是为人们带
来一个全力打造胶东地区的
品牌庙会。”

哦，是吗，那我可要好好
观察了。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充满
道教气息的大门，大门两侧摆
满琳琅满目的商品，看得我眼
花缭乱，不知从何下手。再往
里面走，就是我们小孩子的天
地。有蹦极、充气堡等等。在充
气堡旁边站着一只骆驼。我疑
惑不解，骆驼怎么在这里，它
不是应该在它的家里——— 沙
漠吗？仔细一打听，我才知道
可以和骆驼照相，20元一张，送
相框。

于是，我可怜巴巴的目光
转向了爸爸妈妈，那目光可谓
是谁看了谁都心软。爸爸妈妈
经不住我软磨硬泡，给了我20

元。“谢谢爸爸妈妈。”
我把钱交给了叔叔，胆战

心惊地往上爬，一着急，一脚

踩空了，我鼓起勇气，在心里
默默地说：我就不信我爬不上
去！我踩着梯子，一步一步小
心翼翼地爬着，“啊！”骆驼竟
然在晃动，好害怕啊！玩笑不
带这么开的啊。

当我骑在骆驼身上露出
自信的笑容的时候，我眼前出
现了一片金灿灿，一望无边的
沙漠，在沙漠里骑着骆驼，头
顶炎炎烈日慢悠悠地走着，时
不时一阵黄沙袭来，那种境
界，简直不能用语言表达。

感受着浓厚的道教文化，
品尝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名吃，
欣赏着民俗文化表演，与孩子
一起寻找童年的快乐。吃的、
看的、玩的，样样俱全，样样精
彩！

燕燕九九节节逛逛庙庙会会
栖霞实验小学五年级一班 王鑫康

在我成长的日子里，妈妈
一直陪伴着我，陪我经历风风
雨雨：当我生病时，妈妈无微
不至地照顾我；当我遇到困难
时，妈妈鼓励我勇敢面对；当
我犯错误时，妈妈总是耐心地
告诉我该如何改正……生活
中这样的点点滴滴太多了，许
多事情都让我永远难忘。

记得我上一年级的时
候，那是一个星期六，爸爸去
外地出差了。早上醒来时，传
入耳中的是窗外“哗哗”的下
雨声。起床后，我觉得自己有
些恶心，就告诉了妈妈。妈妈
用她那温暖的手轻轻地摸了
摸我的头，着急地说：“呀！怎
么这么烫？”妈妈从抽屉里找
出 体 温 计 ，给 我 测 量 体
温——— 39度！妈妈关心地问
我：“是不是很难受啊？”我有
气无力地点点头。妈妈急忙
拿起雨伞领着我去看医生。
到了楼下才发现雨下得很
大，雨水在地面上汇成了一
道道小溪……妈妈二话不

说，背起我向社区医院走去。
在雨中走路本来就很费劲，
何况又背了我，为了不让我
挨淋，妈妈尽量把雨伞打在
后背上我的位置。一会儿工
夫，雨水就顺着妈妈的头发
流了下来，衣服也湿透了，可
妈妈毫不在意。到了医院，医
生检查后说是感冒吃点药就
可以了，妈妈那布满不知是
雨水还是汗水的脸才舒展开
来。拿完药后，妈妈又把我背
回了家，顾不得换下湿透的
衣服，妈妈就照顾我吃药，还
做了很多我爱吃的食物，在
妈妈细心的照料下，我的病
很快就好了。

妈妈关心我、爱护我的
事情还有很多很多，我从中
体会到妈妈对我的爱比天还
高，比海还深，这份浓浓的母
爱让我感到每天都很幸福。
我一定要回报妈妈对我的这
份爱——— 听妈妈的话、孝顺
妈妈，我还要好好学习，长大
后报答妈妈。

妈妈妈妈的的爱爱
芝罘区新石路小学三年级二班 盖子雯 指导教师 姜君玮

在肥沃的土地上，长着一
棵树。尽管四周只有它一棵
树，可它并不感到寂寞，因为
在它的身下，长着无数的野花
和小草，它们共同吸收着这片
土地的养分。每当烈日当空
时，大树就为小草挡住猛烈的
阳光。因为这里绿草如茵，又
有大树遮阳，所以当中午太阳
最猛烈的时候，人们总爱聚在
树荫下吃午饭、休息。

就这样度过了一年又一
年。

“这棵大树真好啊！”一
天，一个在这里休息的农夫
说，“这棵树又高又大，给我
们一个多么好的休息的地
方。”树听了很高兴，沾沾自
喜地摇了摇树枝，想：我多么
有用啊！它又低头看了看身
下的小花小草，瞧，它们多无
用，要不是我，它们早就被太
阳晒死了。其实，有我就够
了，它们有没有都没关系。

从此，树再也不给小草小
花遮住那猛烈的阳光了。不久

以后，可怜的小花小草因受不
住烈阳的煎烤，慢慢枯萎了。

最后，如茵的草地变成
了光秃秃的硬泥地，大树孤
零零地立在这里。

“怎么会这样呢？”一天，
几个农夫站在树下说。

“不如把树砍下开辟成
一块田地吧。”另一个人说。

几天后，农夫们带来了
斧头，砍倒了那棵树。

“后悔呀！”树在倒下时
发出最后一声叹息，可是已
经太迟了。

以为自己比别人重要的
人，其实并不是十分重要。

一一棵棵树树的的故故事事
牟平区文化中心小学三年级四班 孙紫茹 指导教师 李红梅

三月的春风吹醒了万物，妈
妈带我来到美丽的公园。天气晴
朗，高高的蓝天上飘着几朵白云，
蓝天下小朋友们在绿油油的草地
旁放风筝，有的拿着“小蜜蜂”，有
的拿着“花蝴蝶”，有的拿着七彩
的“蜈蚣”。

走到人工湖拐角处，我看到
一位叔叔提着鸟笼在卖小鸟，小
鸟红黑相间的羽毛，长长的尾巴，
在鸟笼里扑棱棱地飞来飞去，横
冲直撞，尖尖的嘴巴叽叽喳喳地
叫个不停，好像在说：“救救我吧！
放我出去！”

我恳求妈妈买下了小鸟并对
妈妈说：“小鸟应该在天空自由自
在飞翔，我们把他放飞吧！”妈妈
笑着说：“你真是个善良的孩子！”
我和妈妈打开鸟笼，小鸟飞上了
蓝天，开心地在空中盘旋着，向着
森林飞去。

放放飞飞
芝罘区南通路小学

二年级三班 宁启钧

指导教师 韩静静

春姑娘来了，它带着温暖的
阳光，带着柔柔的春风，带着隆隆
的雷声，带着绵绵的春雨来了。

春姑娘来了，小草从地下探
出绿绿的小嫩芽，花儿尽情地开
放，蝴蝶在花中飞舞，大雁成群结
队地从南方飞来，小河里的流水
欢快地唱着歌儿。

春姑娘来了，校园里充满了
生机，操场上回荡着同学们的欢
声笑语、运动场上到处是他们奔
跑的身影，田野里的风筝在自由
自在地飞翔。

万紫千红春满园，春天不仅
给我们带来了快乐，还给大地带
来了无限的生机和新的希望，我
热爱美丽的春天！

春春天天来来了了
芝罘区南通路小学

二年级六班 袁铭蔚

指导教师 刘水平

凡是烟台市范围内义务教育
阶段的中小学生，均可报名参加。

小记者报名费180元，赠送一
份全年《齐鲁晚报》。

报名电话：15063815716。
小荷版将优先选用小记者的

作文。电子邮箱投稿：稿件发送到
qlwbjryt@163 .com

在投稿时一定要注明“学校名
称、班级、姓名、详细通讯地址和联
系电话号码”。

所有稿件均要求原创，凡抄
袭、剽窃他人文章者，一经发现，即
列入本报黑名单，其今后所投稿件
一概不予选用；对于抄袭情节严重
者，本报将以书面或电话形式通知
其所在学校。

塔塔山山滑滑雪雪
牟平区文化中心小学四年级一班 曲劭晨 指导教师 孙妮

寒假里，爸爸妈妈带
我到塔山滑雪场去滑雪，
这可是我盼望已久的事
情，我兴奋极了！

到了滑雪场，我们随
着人流进入滑雪大厅，工
作人员精心地为我们挑选
着滑雪工具，让我印象很
深的是滑雪鞋，鞋子很大，
硬邦邦的，走起路来一步
三晃，很笨重，活像一只大
狗熊，蹬上滑雪鞋，拄着滑
雪杖，我挪蹭着走向雪道。

走进了滑雪场，哇，好
一片银装素裹的世界！茫茫
白雪晶莹透亮，在阳光的照
射下亮得刺眼，远处的小山
坡就像一道银色的瀑布倾
斜而下。雪道左侧是简易的
传送带，十分狭窄，已经有
很多人排着队站在上面向
山坡的最高处进发了。

看着大哥哥大姐姐们
潇洒自如的滑雪姿势，我既
羡慕又期盼，迫不及待地对
妈妈说：“看我的！”说着，我
迈开大步向山上走去，只听

“当”的一声，左脚的滑雪板
踩在了右脚的雪板上了，我

“啊”的一声尖叫，摔倒在
地，妈妈赶紧连拖带拽地把
我扶起来，我拍拍腿上的
雪，脱下滑雪板，扛在肩上，
一步一滑地向山上走去，向
下眺望，哇！好高啊！我既兴

奋又紧张，滑雪杖一推，身
子不由自主地向前滑去，风
在耳边呼啸，我正想欣赏两
边的美景，没想到速度快得
无法控制，让我失去了重
心，向后摔去，我疼得龇牙
咧嘴，很困难地爬了起来，
也不像刚才那么有信心了，
甚至有些害怕。我身边有很
多初学滑雪的人，他们不断
摔倒，尖叫声和欢笑声此起
彼伏。

我仔细观察一个大哥
哥是怎么滑的，只见他从
山顶上冲下来，身子向前
倾斜，双腿微微弯曲，身体
还在左右摆动，滑出优美
的弧线，真帅！突然，有一个
人在他的前面滑过，他侧
身一躲，潇洒地躲了过去，
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我
也学着大哥哥的姿势，重
心向下，双腿屈膝，深呼了
一口气，平稳地滑了出去，
金色的阳光温暖地照耀着
皑皑的雪地，是那么宽阔，
我觉得自己融入天地之
间，自由地滑翔……我控
制好自己的速度，当到达
坡下的冰区时，我赶紧双
脚呈“内八字”减速，我拼命
地做着这个动作，只觉得
很困难，但当我平稳地停
下来时，我兴奋地大喊：“我
成功了！我学会滑雪了！”

果舒食醋分为5度食醋和8度
食疗醋。它用苹果汁做为原料经二
次发酵酿造而成。不同于用醋精勾
兑而成的调味醋，果舒食醋不含有
任何防腐剂，其口感酸爽、略带果
香，并富含多种营养物质。人体健
康的状态，体液呈弱碱性，但由于
人们的饮食习惯、环境、心态及压
力等因素的影响使我们的身体往
往处于酸性的亚健康状态。果舒食
醋经过二次发酵，是一个口感呈酸
性，在人体内代谢后呈碱性的食用
醋，它有中和鱼、肉、蛋、米、面等呈
酸性食品的功能，并有利于它的各
种营养素的保存和促进钙的吸收。
能够有效改善人体酸性体质，使人

体呈健康的弱碱性。
网上广为流传的食疗配方一：

用8度苹果醋2两，鲜鸡蛋一枚，浸
泡1 . 5-2天，蛋壳软化后，用筷子戳
破搅匀，再放置一天即可。每天起
床舀两小汤匙醋蛋液加一小匙蜂
蜜和四小匙温开水调匀，空腹一次
服完，蛋膜最后一天咀嚼吞服。可
降血脂，防动脉硬化。

食疗方二：将同等份量的柠檬
汁、姜汁、蒜头汁、苹果醋各一杯放
入瓦煲，大火滚，小火慢煮，不要盖
锅盖，让水份蒸发，剩下约一半汁
液，加入适量蜜糖搅匀，冷却后放入
冰箱保鲜即可。每天起床后空腹服
用一汤匙。可净化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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