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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我

我叫高源，性
格阳光开朗，和同
学在一起时无拘
无束，和爸爸妈妈
在一起时我也很
乖。我喜欢读书、
写文章、弹吉他、
打篮球，还喜欢旅
游。我还多次荣获
过市南区三好学
生呢。

绍兴，在我心中就是酒香的味
道、茴香豆的味道、百草园的味

道……
到达绍兴鲁迅故里时，已接近黄

昏时分了，天色阴暗，但丝毫抵挡不
住我们的热情。老街上人声嘈杂，大
多是慕名而来的外地游客。

我迈过鲁迅故居的门槛，不敢踩

它，怕那像历史卷轴一样的门槛会被
踏碎了。我对这老屋充满了兴趣，它

很大，门一重接着一重，房
间陈设着旧式家具。宅子真
大，我想当年的“迅哥”住在
这样暮气沉沉的深宅大院
里，一定十分寂寞。

走出故居，后院便是百
草园了，说是百草园，其实
只有一些野草。如果没有读
过鲁迅的文章，还真赏不出
什么呢。我想，那光滑的石
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
的桑葚到哪里去了呢？难道
他们都随鲁迅一起离开这
里了吗？

三味书屋还是很不错
的，这里是鲁迅少年时读书

的地方，充满着文化气息。鲁迅曾经
坐在一个靠边的小座，据说有一次他
迟到了，结果被先生责备了，于是他
便刻了一个“早”字在上面，提醒自己
不要迟到。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
子，虽然小，但这可能是学童读书之

余唯一可以休闲玩耍的地方了。
走出书屋，天气黯淡下来，可以

望见护城河从脚下流过，也可以望见
乌篷船从远处荡来。船黑黑的，像船
工戴的黑色毡帽一样，沉淀着历史的
厚重。

渐渐地，我们沿着古街向外走，
不远处聚集着许多人，那儿原来是咸
亨酒店，门口还有孔乙己的雕像。人
们说说笑笑，喝酒聊天，好不快活。这
时，我仿佛看到了孔乙己穿着长衫站
着喝酒的情景——— 他用尖细的手指
在柜台上排出一文一文的铜钱。我们
走进去，人很多，那传说中的茴香豆，
原来就是豌豆，卖相一般，9元一碟。啊
呀，吃了这么贵的豆子，谁还有心思
研究“茴”字有几种写法呢？吃乎哉？不
吃也。

天渐渐黑了，短暂的鲁迅故里之
游告一段落。古街和院巷里的青石映
着青灰色，分不清是天空还是屋瓦的
颜色，空气中弥漫着黄酒和臭豆腐的
气味，鲁迅故里在我们身后就渐行渐
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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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故里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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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富源路小学 六年级二班 陈亦儿

鸡蛋的薄壳

青岛台东六路小学 五年级一班 于治昕

清明节放假三天，我和
爸爸妈妈一起去了威海神雕
山野生动物园。

在那里，我看到了各种

各样的动物。憨态可掬的国
宝大熊猫、可爱的小黑熊、会
溜冰的海狗、会拍手的海豹、
会点头的海狮、滑稽有趣的
阿拉伯狒狒、喙又尖又长的

老雕、成双成对的鸳鸯……
真可谓“海陆空”俱全呀！

其中让我记忆最深的，
还是那滑稽的阿拉伯狒狒。

说阿拉伯狒狒有趣，确
实一点也不夸张，它们的臀
部红得比一个熟透的红苹果
还要红，一些老狒狒的毛发
是银灰色的，而另外一些小
的狒狒毛发却是棕黑色的。
这些阿拉伯狒狒太懒了，必
须把食物扔到它们身边，它
们才有可能捡起来吃掉，不
然它们连碰都不想碰一下。
这时，我把一个花生米高高
地抛起，谁知，正好直接落在
一个阿拉伯狒狒的嘴里，只
见它津津有味地嚼着花生
米，最后竟将花生米的皮吐
掉了。雀跃不已的我心想：这
些阿拉伯狒狒比人还厉害，
要知道生花生米的皮可不好
吐！我刚才能一下子就把花
生米直接扔进那只阿拉伯狒
狒的嘴里，既然有了第一次，
为什么不能有第二次呢？于
是我又来了一个“高抛”，竟
然打到了一个老狒狒的头
上，它抬起头，眉头紧锁，斜
着眼睛，那样子可真有趣啊！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我
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威海神
雕山野生动物园。

我眼中的我

我叫刘泽，文
静、善良，做事扎
实认真，喜欢交朋
友 。我 的 爱 好 很
多：画画、唱歌、写
作，有时候还喜欢
搞点手工小制作。
我曾多次被评为
三好学生，合唱比
赛多次获奖。希望
大家能够记住我
并喜欢我。

青岛唐山路小学 六年级一班 刘泽

日出
今天早上，我五点半起床,站在

阳台上遥望着东方，等待观看日出。

此时的天空灰蒙蒙的，像遮盖着灰
色的帷帐。几颗星星眨着疲
惫的眼睛，仿佛要入睡的样
子。我耐心地等待太阳出
来。

不久，东方天际和山峰
相接的地方浮起了一片鱼
肚白。鱼肚白的范围在慢慢
扩大，东面天空渐渐地明朗
起来。之前不见的山峰的身
影，像变戏法一样从暗处浮
了出来，而且越来越清晰。

接着，东方的天际、山
峰、树梢、大地逐渐笼罩了
红色的光芒。东面天空的云
霞也变成了红色，宛如一匹
匹红色的纱飘拂在空中，真
是美极了！

太阳慢慢地从山峰的
后面露出了半张脸，红扑扑

的，看上去像个刚睡醒的孩子。他瞅

一眼这美丽的世界，便迫不及待地
跳出来爬上了山头。

红彤彤的太阳慢慢地往上升，
眼瞅着离开山顶有一竿子高了。它
像一个大火球似的光芒四射，映红
了半边天。旁边的云朵看了这火球
都吓得纷纷躲开，生怕被那火球烧
灼了衣裳。

过了一会儿，太阳发出的光芒
就像光环罩在太阳的外边。望去，太
阳像一个金色的飞碟飞旋在半空
中，这情景真是奇妙！

我目不转睛地欣赏这蔚为壮观
的景色。阳光越来越强烈，渐渐的，
我的眼睛都有些睁不开了。这时的
天空显得格外明朗。楼下花坛里小
草睡醒了，在活动着腰肢。樱树枝头
的花儿露出灿烂的笑容。鸟儿在天
空中飞翔，在柳枝头欢唱。人们来来
往往在人行道上穿梭着，开始了崭
新的一天。

我眼中的我

我叫王广晖，
性格开朗，善与人
交往。我正在成长，
一步步走向成熟，
面对将来，我期待
更多的挑战，战胜
困难，抓住每一次
机遇，用自己的努
力和汗水是自己的
明天变得更加辉煌
美好。

青岛超银中学(四方) 七年级二班 王广晖

酸甜苦辣的初中生活
再次探访母校，我再次站在

我所走过无数次的走廊上，静静

地深深地环视，耳边似乎还萦绕
着当时朗朗的读书声，如同奇妙
的梵音般引领着我步入记忆的酒
窖……

我已不再是以前的那个顽皮、
活蹦乱跳的小学生了，而是一位“正
宗”的、老实稳重的中学生！呼，一个

学期匆忙地过后，才恍恍惚惚地知
道，原来这初中生活还真有一番“酸

甜苦辣”的滋味啊！
酸

隐隐约约还记得刚开
学初，我们首先迎来的就
是：军训，大伙儿在烈日炎
炎、毒辣的阳光下，练站
姿，练齐步走，练转身，没
想到简单的动作练下来，
个个大汗淋漓，挥汗即如
下雨呀！等午饭后，哼，被
烤成“中式人排”的我们早
已经趴在课桌上昏昏欲睡
呵！我心里不停地发出抱
怨声：“天哪，一进学校就
要受到这样的苦，真够心
酸的！”

甜
谁说有苦就没有甜的呀？！瞧，

军训之后，“拔河大赛”又出来考验
我们。当时的我们已从军训中锻炼
了钢铁般的意志，个个身壮如牛，精
神抖擞哇！经过一场场惊心动魄的
比赛完后，我们就把“第一名”的奖

状“捧回”班级喽！大家一言不发，可
心里却是美滋滋的！(虽然我瘦但我
有劲，嘿嘿……)

苦
初中哪有那么容易的呢？俗话

说得好：“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
人。”有甜就当然有苦呗！所以，在这
一艰辛的阶段，我们必须得吃得了
苦，洒下每一滴汗水，回报得才会更
多……不过话说回来，真实初中的
生活还真是苦啊！一周一大测，一天
一小测，一节课剩2分钟还能测，嗷，
我的天啊！
辣

时间如流水过得可真快，眨眼
之间一个学期就走了。由于复习不
到位，结果导致阶段检测失利了。之
前的许诺全泡汤。哎！现在摸一下开
了花的屁股，啧啧啧，还是相当地火
辣辣的疼呀！

看看，这就是我酸甜苦辣的初
中生活！每一个新的起点上，都有新
的感悟：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酸甜苦
辣，都是青春的滋味，值得我们回味
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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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于治昕，学习
成绩优异，多次被评为

“三好学生”；爱好广泛，
喜欢读书，还会演奏小
提琴，朗诵也是专长；喜
欢运动，打篮球、跑步
等，游泳是我的最爱。

我眼中的我

今天，我们做了“独手握
碎鸡蛋”的实验，在语文老师
的带领下，实验开始了。

老师将一个生鸡蛋拿出

来，故作神秘地问：“同学们，
你们知道鸡蛋为什么捏不碎
吗？”大家议论纷纷，却都百
思不得其解。

“都不知道吗？”老师看
起来有些失望，“我来告诉你
们吧，这是因为鸡蛋的‘薄壳
结构’。今天，我们来验证一
下。”老师先找了班上最娇小
的女生——— 姜一文，只见她
把手伸得远远的，使劲握住
鸡蛋。经过三次尝试，姜一文

的脸都憋红了，却无奈手中
的“蛋坚强”。

“下面让陈亦儿同学来
试试吧。”我接过老师手中的
蛋，使劲地憋着气，把全身的
力气都转移到手上。咦，怎么
回事？鸡蛋怎么还不碎？一瞬
间，我感觉手中那枚沉甸甸
的鸡蛋正悠然自得地哼着
歌，而我却在这里白费力气。
第一次试验失败，我恼羞成
怒，千方百计地想要捏碎这
枚“薄壳结构标准体”。可一
切都是徒劳，这枚鸡蛋丝毫
没有想要屈服我倔强无理的
要求的意思。做完第三次尝
试，我将手中的鸡蛋还给老
师，恨恨地想：“班里力气最
大的赵胜年还没捏过你呢，
给我等着吧，你这小鸡蛋！”
经过一轮轮的考验，它仍然
保持着她完美的体型。

终于，我们的重量级人
物——— 赵胜年登场了。“哼，
赵胜年绝对会捏碎你的！”我
胸有成竹地想。可结果完全
出乎我的意料，赵胜年使劲
使得手都在颤抖，可那个小
鸡蛋却安然无恙。

经过老师的讲解，我们
才明白：原来，鸡蛋的“薄壳
结构”可以将压力平均在蛋
壳表面。现在，“薄壳结构”也
被应用到了许多建筑上。

通过这个小实验，我觉
得我应该学习鸡蛋这种分解
压力的方法，学会将生活中、
学习中的压力化为无形，这
样才能轻装上阵，不被困难
吓倒。

我叫陈亦儿，爱
好绘画和弹古筝，平
日 里 还 特 别 喜 欢 看
书，尝试着写小小说。
期盼着有很多人能欣
赏我的漫画和小说。

我眼中的我

◎

今日周读

神雕山动物园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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