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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阅乐“王一梅”作文专栏

《爷爷》
我的爷爷75岁，他个子不高，头发

全都白了，好想雪全都下在了他的头
上。他的嘴巴小小的，像一个小小的井
口，爷爷说话很让人舒服，总是顾及他
人，好像小小的井中全是让人舒服的、
清凉甘甜的水。

节约大王
我爷爷很节约，他平时吃完的鱼骨

头给猫吃，吃完的骨头给狗吃，把剩下
的米饭给鸡吃，洗手的水冲厕所用，就
怕浪费了一点点食物，一滴滴水。

种菜能手
爷爷家有一块小菜园，他每天四点

钟开工，戴着草帽，卷着裤脚“疯狂”地

干着，到了八点他还在撸着袖子使劲
干。爷爷种的菜好吃极了，因为爷爷是
在用心种菜，亲自捉虫，亲自施肥，肥料
是自然肥，味道不好闻，但是很好用。蔬
菜们好像在报答恩情一样，一个劲儿地
长得特别好。

爷爷真了不起！
威海市实验二小 4年级2班 孙立泰
指导老师：刘煜超
点评：文章构思巧妙，用简短而生动的
小标题，写出爷爷节约、勤劳、喜欢种菜
的特点，思路非常清晰。老师还很喜欢
开头对爷爷外貌的描述，很有画面感
哦，继续加油！

《野草》
春来了，雪化了，小草慢慢地探出

头来，很快小草的叶又长又弯了，就像
烫卷了的头发。不久小草就开了花，黄
黄的花就像圆圆的、温暖的小太阳。

夏天到了，大大的太阳就像圆圆
的大火球，这时风来了，把小草吹得
摇摇晃晃，就像跳起了芭蕾舞。下雨
了，小草上有许多晶莹的露珠，有一
颗小小的露珠掉了下来，不小心掉到
了小蚂蚁的头上，把正在打一个大大
的哈欠的小蚂蚁吓了一跳。

秋天到了，小草结了果，它把种
子交给了风儿。种子吹到哪里，谁也

说不准，要看风儿的心情。
冬天小草变脆了，小动物踩在上

面会发出清脆的咔嚓咔嚓声。可是到
了春天小草又会发芽，又会开出更美
更漂亮的小黄花。
鲸园小学 2年级4班 许慧馨
指导老师：刘煜超
点评：作文通过春夏秋冬时间顺序，
条理清晰地描写出野草四季的变化。
文中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新颖、不
落俗套。更难得的是，结尾中慧馨同
学通过描写小草生命的轮回，展现了
乐观积极的心态，不错！

本报小记者与漫画大师“零距离”

本报威海8月17日讯(记者
李孟霏 陈乃彰 通讯员 侯
建涛 史卫华) “我已经在这
里免费上了5天课啦！”8日上午，
在威海奥林健身儿童水上乐园，
30余名小学生聚集在一起，参加
免费的公益培训活动。作为一项
全民健身的普及项目，4年来，威
海市共有57所学校的近2万名中
小学生受益。

2017年威海市普及游泳培
训工作确定试点学校有15所(其
中：文登区、荣成市各2所，乳山
市、经区、临港区各1所，环翠区4
所，高区4所)，每所学校参加培
训人数320名，分8期进行培训，
每期7天，320人分成四个时间段

(上午8:00-9:30，10:00-11:30；下
午14:00-15:30，16:00-17:30)，每
个时间段80人，分成5个班，5个
班由5个教练同时上课，每班16
人，共计培训学生4800名。

“截止到8月10日，我们共免
费培训学员1600余名。”威海市奥
林健身相关工作人员说。作为拥
有市内独家的50M专业标准8泳
道和2400㎡的大型娱乐泳池，因
为便利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服务
设施，威海市奥林健身儿童水上
乐园一直是山东省中小学生普及
游泳培训基地，承担着威海市中
小学生普及游泳的主要任务。

据了解，山东省中小学生
普及游泳运动是2014年由省体

育局、省教育局、省财政厅联合
开展的试点工作，是一项免费
公益培训活动，威海是最早试
点的地市之一。这项公益培训
活动每年暑期7月上旬启动，每
个学校培训320名学生，为期7
天，通过项目的实施，逐步让全
市学生在中小学阶段掌握基本
的游泳技能，满足学生的健身
和安全需求，提升学生身体素
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经过三
年的普及推广，已经有来自威
海市42所中小学的13000多名
学生受益。今年，威海市共有15
所学校4800名中小学生踊跃参
加，全市中小学生参与积极性
日益突出，培训成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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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威海8月17日讯(记者
李孟霏 陈乃彰) 12日，本报30
余名小记者一起来到威海市美
术馆参观中国漫画名家缪印堂、
徐鹏飞、黎青作品展，零距离感
受大师们的漫画名品。现场的漫

画让小记者们大开眼界，感慨之

余，他们也现场向漫画家们进行

提问，探索漫画的秘密。

“漫画和别的画作不一样，漫

画除了画本身的意义外，还有很

多的引申意义和讲究。”活动现

场，主持人简单的开场白后，小记

者们走进美术馆，进行参观，本次

展览由山东省漫画家协会、威海

市委宣传部、威海市文化广电新

闻出版局主办，威海市博物馆承

办，共展出了三人121幅作品，其

中水墨漫画76幅，多种表现形式

独幅或多幅漫画45幅。

“孩子平常报了美术班，但
是多是学一些油画和简笔画，这
样的展览能够增长孩子的见识，
让孩子更加能了解漫画和别的
画作的不同，我觉得很有意义。”

一位小记者家长说。
活动过程中，小记者们在报

社记者的指导下，带着问题进行
参观，对漫画的形式和表现意义
有了更深的了解。

摘得22枚金牌！
威海七中魅力排球特色项目再添硕果

本报威海8月17日讯
(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林泽辰) 日前，“市民
卡杯”威海市第五届市
运会(排球项目)在威海
七中圆满结束。共有来
自威海市环翠区、高新
火炬开发区、经济技术
开发区和四个区26支队
伍参赛。威海七中派出
三支队伍代表环翠区参
加比赛，经过艰苦奋战
最终包揽了男甲，男乙
和女乙三个组别的冠
军，共获得22枚金牌。

自2014年始，威海
七中坚持以“健康教育”
为办学特色，通过“健
体、健心、健智、健德”四
个特色平台，深入推进
学生核心素养有效“落
地”，着力培育“健康、优
雅、坚毅、仁爱”的七中
学子。在实施德、智、体、
美的一体化发展的过程
中，以健体工程为突破
口，重点打造“魅力排
球”这一传统优势项目，
围绕“强基础、调机制、
上水平”三个核心，形成

了“学段衔接、片区联
动——— 课堂普及、课程
提高——— 提炼精神、形
成文化——— 内引外联、
辐射社会”的发展思路，
让“魅力排球”特色建设
步入新的发展轨道。

到目前为止，学校
先后获得市区比赛30多
个冠军，并与威海一中、
二中、三中、四中等高一
级学校建立了排球人才
培养基地校，为高一级
学校输送了大量的排球
运动员。

中铝职教园建设进入尾声
一期工程将于8月20日全面交付使用

本报威海8月17日讯
(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刘昌勇) 8月9日，在
威海南海新区中铝职教
园一期工程施工现场，
2000多名施工人员在烈
日下进行铺设地砖、床
铺安装、外墙贴瓷等工
程。其中有两栋宿舍楼
和食堂正在进行生活配
套设施安装，其他工程
也紧锣密鼓的进行室内
外装修，整个一期工程
将于8月20日全面交付
使用。

据了解，中铝职教
园由威海南海新区与
世界500强企业中国铝
业集团合作共建，总建
筑面积30万平方米，其
中一期工程 1 6万平方
米，主要包括 4栋教学
楼、8栋宿舍楼、2个实
训车间、2个餐厅和1栋
图书馆和公共教学实
验楼。根据建设总建筑
面积分成4个区域，由4
家施工单位同时进驻
施工。

日前，山东铝业职

业学院已组建经费保
障、人力资源、安全保
卫、学生工作、教学专
项、后勤保障组等10个
工作组，对接中铝职教
园的各项搬迁工作。8
月 2 0日一期工程完工
后将全面启动教学和生
活设施设备的安装工
作。为保障 9月新学期
开学时 8 0 0 0多学生顺
利入驻，在工程建设期
间，还将施行室内外装
修和设施设备安装交叉
施工。

漫画展观后感
8月12日，我参加齐鲁晚

报小记者团组织的《中国漫
画名家缪印堂/徐鹏飞/黎青
作品展》。

开幕式结束后，我迫不及
待的随着一位志愿者哥哥进
入了展厅。首先参观的是缪印
堂老师的作品。我先看了一下
介绍，缪印堂爷爷已经在今年
7月31日逝世了，我的心情有点
难受。我认真地看着缪爷爷的
作品，母鸡和小鸡的《世上只
有妈妈好》牛的《午憩》、小松
鼠的《共享》、《有鱼》、摇篮里
的《宝贝》、还有可爱的《老
鲁》……问了妈妈才知道是梁
山好汉鲁智深，看着看着，我
不自觉地露出笑容。缪爷爷的
作品充满童趣，我好喜欢。缪
爷爷一定是位非常喜欢小孩
子，非常有爱心，非常有趣的
爷爷。

接着我参观的是黎青老

师的作品。有一副画，字面是
“老头子 这面 味道咋样？
劲道！”图画是一位老奶奶端
着一碗面，手里拿着筷子夹起
了坐在马扎上老爷爷的白胡
子放进老爷爷的嘴里，老爷爷
和老奶奶在开心地笑着。我站
在画前也不由自主地笑了。

徐鹏飞老师的作品，我乍
一看以为是电脑制作的。听徐
老师说那是他八九十年代的作
品，当时是用钢笔一层层画上
去的，这么一副作品，密密的笔
线，徐老师画了几天几夜。还有
一副作品《无题》，在由七十多
个国家参加的国际大赛上拿了
一等奖。真佩服！我被徐老师的
毅力和才华震惊了！

看完漫画展，从老师们一
幅幅作品，我知道了，成功的
路是汗水浇灌的！

南山小学 2年级2班
姜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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