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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都没有当过家，这个
周末按照老师的要求，让我们当
一次家，爸爸妈妈也同意了，我
心里既高兴又期待，因为我终于
有机会当家作主了。

我当家的时间是从周六下
午开始的。“民以食为天”，首先
遇到的事情是准备什么样的晚
饭。我想吃三明治，但是妈妈却
说：“虽然是你当家，但是不能只
顾你自己，要为全家服务。”于是
我跑去问爸爸，征求他的晚餐意
见。爸爸说：“家里有什么就做什
么吧。”我看了看厨房，决定做韭
菜炒鸡蛋。

小米粥和馒头很快就热好
了，现在开始做菜了。我把爸爸
帮我洗好的韭菜放在菜板上，拿

起菜刀，对准韭菜一切，“我的妈
呀！差点切着我的手，好险！”我
不由得惊呼道。我费了好长时间
才把菜切完了，现在该打鸡蛋
了。我拿起一个鸡蛋，犹豫了半
天，妈妈走过来，说：“我来教你
好吗？”说完便拿起一个鸡蛋，对
准桌子边轻轻一磕，两只手一
掰，蛋液非常听话地掉进了碗
里。“会了吗？试试吧！”我学着妈
妈的样子，一磕、一掰，可是我用
力太大，一下子把蛋壳捏碎了，
让蛋壳掉进了碗里，幸亏打蛋
前，我把鸡蛋都洗干净了。我只
好把蛋壳一一挑了出来，拿出一
双筷子，开始搅拌。接下来我打
开火，往锅里倒上油，油热了之
后把蛋液倒进去，我拿着铲子，

不断地翻炒，炒到八分熟，关火，
把鸡蛋盛出来。接着往锅里再次
倒油，开火，把韭菜倒进去炒了
炒，加上炒好的鸡蛋，放了些盐
和味精，拌了拌，然后关掉火，盛
出来吃。看来做好一顿饭也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情啊！

第二天早上，我和妈妈去
菜市场买菜。菜市场里人来人
往、络绎不绝。我们一开始先打
听价格，有的山药卖四块钱一
斤，有的卖三块钱一斤，我们当
然是买物美价廉的。买胡萝卜
时，我们照样货比三家，选了带
新鲜泥土的胡萝卜，因为这种
更好一些。我们只买了一天要
吃的菜、早点和牛奶，就花了五
十多块钱，真是花钱容易挣钱

难啊！
通过今天我当家一事，让我

学会了做饭、购物等，同时也知
道了父母很辛苦，一切来之不
易。我们应该努力学习，用优异
的成绩来报答他们。此外，平时
还要多帮父母分担家务活、不乱
花钱、多体谅他们，这就是我今
天当家的体会。

教师点评：俗话说，当家才
知生活不易。很多人是到了成家
立业后悟得这一道理，但本文的
小作者却通过参加学校的体验
活动就感受到了这一点，作文就
是对自己生活的写作，真是应验
了“文以载道”的古训！希望小作
者继续努力去发现更多的生活
真美善。

今天我当家
南山路小学四年级一班 祝英航 指导教师 郝灵敏

十月三日天气晴朗。爸爸、妈妈
带我到海昌鲨鱼馆游玩。

进入鲨鱼馆，迎面而来的是各种
鲨鱼：有皮肤带有豹纹的豹纹鲨；有
背鳍为黑白两色的黑、白鲨；还有身
体颜色像柠檬的柠檬鲨。继续往前
走，我们终于看到了鲸鲨。在一大群
黄色小鱼的簇拥下，四条巨大的鲸鲨
在水中游来游去。两名身穿潜水衣的
工作人员在它们身边忙碌着，我真替
他们担心，鲸鲨会不会去攻击他们
呢？可是鲸鲨却只是温顺的戏水玩
耍。爸爸说，鲸鲨的生活习性和其他
鲨鱼不一样，鲸鲨只以浮游生物和小
鱼小虾为食，从不伤人。哇！太好了！
如果我也能穿上潜水衣和鲨鱼来个
亲密接触该多好呀！

恋恋不舍地离开鲨鱼展区，我们
又来到水母展区。五颜六色的彩色水
母，形态各异的天草水母，毒性很强
的海刺水母等，真是神奇极了，让我
大开眼界。接着我们走入了一条长长
的深海长廊，犹如走进了神秘的海底
世界。迎面而来的是鲜活的海葵、颜
色形态不一的珊瑚、有着好听名字的
热带鱼，还有叫太阳花的鱼呢。在灯
光的反射下漂亮极了。

最后我们还参观了天幕电影和
动物表演。天幕电影特别神奇，在一
个大大的穹顶下，我们仿佛进入了海
洋之中。先是警惕的北极星走来走
去，接着是快速游动的鱼群。来到海
底，正在上演鲸鱼与超级大童鱼的大
战，整个海底都被它们晃动起来，摇
摇欲坠，特别刺激。

鲨鱼馆一游让我长了见识，海洋
里原来有这么多漂亮可爱的生物，我
们一定要好好爱护它们！

童年，多姿多彩，是人生
中最值得回味的一段时光。童
年时的趣事，就像一个五彩缤
纷的颜料盘，染出了快乐，染
出了美好。我的童年是在农村
姥姥家度过的，那点点滴滴的
时光，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我和姥姥、姥爷、妈妈，还
有姐姐一起到地里打花生。我
好奇地问姥姥：“为什么我们
的花生都从地里蹿出来了，倒
在地上，而别人的花生却都挺
拔地站着呢？“姥姥拍拍我的
后背，笑着说：“花生的叶子由
绿开始变黄的时候，就要赶紧
刨出来，如果收拾晚了就麻烦
啦。别人家的花生还没熟呢！”

“好啦，准备打花生啦！”姥爷
在一旁吆喝了。我和姐姐赶紧
跑过去。只见姥爷拿出一个垫

子，“哗”的一下铺在地上。那
橘黄的垫子铺在绿色的花生
叶中间，很是漂亮。“哇，好想
野餐啊！”我和姐姐兴奋地在
垫子上走来走去。这时，妈妈
拿来几把椅子，放在垫子上，
说是打花生用。接下来，我和
姐姐就陷入了忙碌的状态。妈
妈给我们戴上了头巾，虽然没
照镜子，但我确信我的样子一
定很滑稽，不然姐姐怎么会说
我像卖鸡蛋的呢！

开始打花生了，姥姥让我
和姐姐去把远处的花生搬到垫
子上，我欢呼一声“好啊”，就要
跑去抱花生。姥姥叫住我“回来
时别忘了脱鞋，不然就把花生
踩碎了！”我答应一声，便火速
地冲向花生地，随手抱起一些
花生就往回跑。结果，一路上边

走边掉，到了垫子跟前，怀里只
剩下几把了。害得我又急忙跑
回去，一棵一棵地捡。

打着打着，我忽然感到一
滴雨点落到了我的胳膊上，我
问姐姐：“下雨了么？”姐姐笑
道：“大晴天，下什么雨呀。”等
我累的胳膊都酸了的时候，花
生终于打完了。我摘下头巾，
一看自己的胳膊，不由的尖叫
一声，哪里是下雨了，分明是

一小滴鸟屎落在我的胳膊上。
当我们收拾好要回家的

时候，太阳早已落山了。走在
乡间的小路上，我看到了美丽
的萤火虫，在夜幕中闪闪发
光，为我们带路。路边的草丛
中，蛐蛐依然在唱着动听的
歌。我抬起头，看到月亮已经
升起来了，好大，好圆，我的心
情，也如同这月亮，宁静，明
亮……

鼓掌，一个不经意的举
动，也许会改变人的一生。

小学期间，班上有一位腿
有轻度残疾，而且带有轻度口
吃的男同学，他一直不是十分
起眼，但他却获得我们全班同
学的热烈鼓掌。

他三年级时转到了我们
班，还坐在了我的前面。

每当我带着同学成群结
队出去玩耍时，他总是一个
人在操场的角落里默默地注
视着那些健全的孩子，也包
括我，每当我不经意地用目
光扫过他所在的角落的时，
他总是假装在看别的地方，
但他的眼中流露出一丝丝寂
寞、孤独，甚至有些无助。

看着他远去，那瘦小的
背影令人心疼，为何他不愿
意接受我们呢？

班里最近传出了班干部
竞选的消息，每位同学都必
须上台演讲。我听到这个消
息时没有紧张，我一直是体

育委员，不用担心。不过当他
听到这个消息时，他的眼睛
闪了一下，不过依然面如土
色，一言不发。

同学们一个轮着一个，
都饱含深情地在台上讲出自
己的竞选词，但他却丝毫没
有紧张，在座位上稳坐着，直
到……

到他演讲了，他迈着别
扭的步子，郑重其事地踱向
讲台，没有任何人发出声音。

他把手轻轻地按在讲桌
上：“同学们，也许有些人不够
完美，但他们也有梦想，他们
也有自己的小愿望，我身体上
虽然有些缺陷，但我也想竞
选，我已经改掉口吃这个毛病
了，我真的想通过这次演讲告
诉大家，我也有能力！”

他哽咽了一下，抬起头，
微笑地面对大家：“同学们，其
实，我也梦想有一双翅膀，冲
向蓝天。但是，那毕竟不现实。
不过，今天，我也要给自己一
个机会，我要竞选——— 体育委
员！”

满堂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久久不断，他也被老师抱在怀
里，最后他以全票当选体育委
员，我虽有些失落，不过真的
是打心底里祝福他。

从此，操场上就多了一位
特殊的体委，他也与同学们一
起疯，一起闹，成绩也越到第
四。

我想，是什么有如此大
的威力呢？——— 为他鼓掌！

烟台的冬天是雪的世界，
这第一场雪是最值得期待。

下雪之前，天气异常寒冷，
不再那么阳光明媚，天上乌云
密布。

下雪了，一片片洁白雪花从
天上飘落下来，像迷你般的树
叶，被风从雪树上刮了下来。

雪渐渐下大了。现在大雪
纷飞、白雪皑皑。一片片雪花就
像一只只洁白的天鹅。雪花是
六边形的，像绽开的花朵。雪落
到地上，地上便变成白茫茫的
了，雪落到树上，树木就白了，
雪落到屋檐上，屋檐就白了，如

果雪一直下个不停，那世界也
成白色的了。下雪的时候，北风
呼啸，那冰冷的雪花就像一把
锋利的冰刃，打在脸上，像刀割
般疼痛。

雪停了，整个世界变成了
一片冰天雪地。

人们在雪地上走着，带着
惊恐的心情，生怕滑倒。现在，
人们换了厚厚的棉衣，抵御着
严寒。

冬天的雪不仅美丽，而且
还很多用途，杀菌、净化空气、
装扮世界，让人欢乐……好多
好多用处。

有一次，爷爷家发生了一
件有趣的事：爷爷买了许多新
鲜的小螃蟹，把它们放到锅里
蒸。小螃蟹蹬着小腿奋力地在
锅里挣扎，有两只小螃蟹趁爷
爷不注意悄悄地爬了出来。它
们迅速地穿过炉灶，沿着橱柜
滑到地面，“嗖嗖”地爬进了橱
柜拐角的缝隙里，躲藏了起来。
第二天，爷爷早晨去晨练的时
候，意外地看见了一只活蹦乱
跳的小螃蟹在水池里。又过了
一天，爷爷在水池里又发现了

另一只小螃蟹。
晚上，我去爷爷家吃饭，爷

爷告诉我了小螃蟹的故事，称它
们是两个“小奇兵”。原来是爷爷
头几天擦地时，把橱柜拐角的地
脚线推开了一个大缝，而这里正
成了小螃蟹的藏身处。小螃蟹躲
了几天渴了，又沿着管子爬到了
水池里。我听了后高兴极了，说
这两只小螃蟹我一定要当宝贝
好好养着，我还给它们喂食呢！
这件事真让我难忘！它可真好
玩，真有趣呀！

乐学·小荷

为他鼓掌
烟台十中初二年级六班 张昊 指导教师 梁淑娜

大雪纷飞
双语实验小学三年级五班 宁子凡 指导教师 王晓华

蟹趣
星星海海艺艺校校二二年年级级二二班班 乔乔昱昱钧钧

指指导导教教师师 汤汤海海英英

童年趣事
烟台三中分校初一年级三班 王易 指导教师 王彦平

鲨鱼馆游记
星海艺校二年级二班 马艺轩

指导教师 汤海英

“桐桐，快起床，外面下雪了。”妈妈
的一声呼喊，让我一骨碌从床上爬了起
来。“什么？下雪啦？”我连衣服都没顾得
上穿，趴到窗上往外看。

天空中飘舞着一朵朵洁白的雪花，
地上已经铺了薄薄的一层雪，真美呀！
惹得我心里痒痒的，真想马上跳出去跟
雪花一起跳舞呀！

还是那条上学的路，可是跟平常大
不一样了，到处都是白白的雪，白雪就
像是给路边的小草盖上了一层薄薄的
棉被。上学的路变短了，我和姐姐一边
看着雪景一边说着话，一会就到学校
了。

学校门口的树枝上挂满了雪，小树
们穿上了衣服，风儿吹过飘落丝丝雪
花，像是在高兴地问我们：“小朋友们，
你们看我漂亮吗？”

我喜欢冬天，冬天可以滑冰，可以
堆雪人，可以打雪仗。我喜欢的冬天真
的来了，真希望每天都能下雪。

第一场冬雪
星海艺校二年级二班 韩岳桐

指导教师 汤海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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