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童年是五彩缤纷的，在缤
纷的童年世界中，有一件事情
至今让我难以忘怀。

经过一番寒来暑往，我们
又迎来了寒冷的冬天，教室里
一如既往地架起了炉子，只要
把煤块和松球填进炉子里，炉
子里顿时就燃起了熊熊大火，
教室里随之就变得暧和极了。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炉子上方
连接长长的炉筒是用来干什么
的呢？为什么爷爷家的炉子上
方没有这么长的炉筒呢？一连
串的问题萦绕在我的脑海中，
迫使我去解开这个谜团。

终于有一天，放学了同学
们都走了，教室里就剩下我一

个人，我一看机会来，就带着
这个大大的疑问来到了炉子
旁边，我既兴奋又有些胆怯。
用炉钩把炉盖拿下来，便先试
着往炉子里扔了几个松球，只
见松球迅速地被点燃，细细的
火苗像火舌般舔着松球，顿时
就传来了“呼——— 呼——— ”的
声音，我兴奋极了，添得更起
劲了，起初恐惧的心理立刻被
我抛在了脑后，只见炉子里的
火越着越猛，同时，我也发现，
燃烧的火苗都是朝一个方向

“挤”进炉筒的。噢，原来只要
把炉子一点着，炉火就可以顺
着炉筒传递热量。我见我这么
快就打开了我心中的疑问，感

到既得意又自豪，便不顾一切
地把松球拼命地往炉子里塞，
真想再发现点什么。可是，乐
极生悲让我万万想不到的是，
由于我玩得太投入了，再加上
往炉子里填的松球太多了，火
苗窜的太高，不知怎么回事，
我的裤子竟然被燎了一大块，
而我却全然不知。

回到家后妈妈发现我的裤
子被烧坏了一大块后，问清原
因后，不听我任何解释，就劈头
盖脸地把我训了一顿，说到生
气时还踹了我两脚，虽然受了
一点皮肉之苦，但我还是挺高
兴的，因为我终于通过自己的
努力解开了这个困惑我的问

题。也让我不禁想起了学过的
一篇课文中的一句话：世界上
重大的发明与发现，有时不面
临着受到驱逐和迫害的风险。
看来，我也可以用这句话来安
慰我自己了！

现在我已经长大了，但每
当我想起这件事时，总会情不
自禁地笑出声来，是啊！这真是
因为好奇惹的“火”啊！

生生活活的的温温暖暖
招远市蚕庄完小 五年级一班 王秋雯 指导教师 刘宏炎

“下一站是龙口”。售票员
阿姨大声提示乘客。“马上就要
到了，孩子……再忍会儿！”妈
妈在我耳旁轻声说。已经坐了
三站公共汽车的我能熬到现在
实属不易，因为我从小就晕车。
妈妈扶着我从座位上站了起
来。我感到两腿软得像面条一
样，头晕得不爱睁眼。“妈妈，我
没劲儿……”我紧紧攥住妈妈
的胳膊。“好孩子，有妈妈在，咱
先下车，好吗？”妈妈的声音好
像也有些颤抖。

下车了，妈妈扶着我在站
台上休息。忽有一个阿姨的声
音传入我的耳朵，“这孩子怎么
了？不舒服吗？”“唉，她从小就

晕车……可以前晕车没有这么
严重，真不知该怎么办……”妈
妈求助似地说。“这孩子的脸色
真难看，一点血色也没有，是不
是头晕？”这是另一个阿姨的声
音。“她会不会感冒啦？”一个叔
叔猜测着说。妈妈急忙说：“没
有啊！”一个奶奶说：“我这有瓶
饮料，先给孩子喝口压压吧。”

“谢谢，太谢谢大家了！”妈妈激
动地说。随后打开瓶盖喂给我。
虽然我看不见所有的这些人，
但我相信，他们一定是好心人，
热心人。在冥冥之中，我深深地
体会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暖。

过了一会儿，我感觉好一
些了，腿渐渐有些力气了，脑袋

也不那么晕了。我慢慢睁开眼
睛，眼前逐渐清晰起来。突然
我惊呆了，只见叔叔、阿姨、爷
爷、奶奶……不同身份的人围
着我，一双双关切的眼睛注视
着我。我好感动，眼泪不知不
觉溢出来。“谢谢大家！”我的声
音已经变了调。“孩子醒了！”那
位老奶奶满脸惊喜。她从手上
拎着的袋子里掏出一大把糖塞
到我手里，说：“给，晕就吃一块
儿，能好点儿。”“嗯。”我使劲儿
点点头。“孩子没事了，我们先
走了……小朋友，多吃点有营
养的东西。”一个阿姨微笑着说
说完转身走了。妈妈满脸歉疚
地跟大家道别：“……让大家跟

着着急了！”我感动得不知说什
么好，只是呆呆地站着。

人们渐渐走远了，看着他
们离去的背影，我不禁泪落两
行。我朝着他们离去的方向深
深鞠了一躬。我想：在我遇到困
难的时候，人们把温暖送给我，
让我有勇气战胜困难，当别人
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也要把温
暖送给别人。

生活其实多温暖啊！

我这个“小懒虫”今天特别早。
以往我每天都是有人叫才起床的。
奶奶很纳闷，奇怪地问：“今儿怎么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天才刚亮，你
起这么早干嘛？”

我眉飞色舞地对奶奶说 :“奶
奶，我今天要做一顿丰盛的早餐。”
可是奶奶实在不放心，硬要起床和
我一起做。没办法，我只好和奶奶
一起做早餐。

穿好衣服，进了厨房，奶奶先
让我把油倒进锅里热一热。我听了
奶奶的话，不敢怠慢。奶奶一边用
铲子拨动着锅里的油，一边把煎鸡
蛋的要领说给我听，我把碰了一个
小洞的鸡蛋交给奶奶，奶奶把鸡蛋
剥开后，放入锅里，仔细地看了看
里面有没有蛋皮。在没有蛋皮的情
况下，让鸡蛋在锅里翻了几个身后
就铲了起来。我问奶奶为什么煎这
么短的时间，对此奶奶的回答是：

“鸡蛋火候很重要。煎的时间短不
熟，煎的时间长太硬。所以，这个时
间要把握好。”

我又把几块年糕递给了奶奶，
奶奶不紧不慢地把年糕放进油锅
里，用铲子翻了个身，年糕也煎好
了。拼盘装好，一碟丰盛的早餐，大
功告成！

望着一桌丰盛的早餐，我沉思
了，这早餐里面浸满了奶奶对我多
少的爱呀！

爱爱的的早早餐餐
莱山区孙家滩小学

四年级一班 林昱辰

指导教师 陈爱芝

妈妈从集市上买回一对鹦鹉，
后来又买了一只八哥，于是我家就
有了三只小鸟。

小鹦鹉是蓝色的虎皮鹦鹉，鹦
鹉的嘴巴弯弯的像小钩子。它们的
尾巴长长的。平时，它们俩你碰碰
我，我蹭蹭你，要么就你啄啄我的
羽毛，要么就我啄啄你的嘴，样子
可亲热了。每次吃饱以后，它们俩
就表演杂技——— 两只爪子抓着笼
子边，上上下下地走，有的时候还
上吊环表演荡秋千。

那只小八哥黑黑的羽毛，尖尖
的嘴，瞪着两只圆溜溜的小眼睛，
样子像谁要抓它似的，有些惊恐。
每当我伸手逗它玩，它老是狠狠地
啄我的手，把我的手啄得疼极了。
于是我开始讨好它，经常喂肉给它
吃，现在它见了我可亲热了，总是
上蹿下跳地跳舞迎接我。

我家的小鸟们可有意思了，每
次我一弹琴，它们就特别兴奋，叫
声也特别嘹亮，像给我伴奏似的。
尤其是我爸爸开水泵上水的时候，
听到“哗啦啦”的水声，它们就叫得
更欢快了，好像春天要来了似的。

最有意思的是那只小八哥，爸
爸妈妈教它那么多遍的“你好”“恭
喜发财”“谢谢”“再见”……它一个
都学不会，但是它却学会了鹦鹉的
叫声。也许是它们的笼子紧挨着的
缘故吧。每次鹦鹉叫，它也叫，好像
在交流什么似的。

我们家的小鸟可爱吧？

我我家家的的小小鸟鸟
招远市蚕庄完小

三年级二班 王维玲

指导教师 盛波

都都是是好好奇奇惹惹的的““火火””
牟平区文化中心小学 五年级二班 徐平涛 指导教师 刘萍

大自然中一切事物的音韵
都具有它独特之美，只要你用
心去听，就会发现：大自然的
声音如同一场场美妙的音乐
会。

它拥有风声的轻柔，拥有
雷声的巨响，也拥有着最清脆
的——— 秋雨飘落之声。秋天的
雨像无数的小手，打在树叶的
琴键上，奏出一曲曲秋天的赞
歌。听，雨一滴滴地落在小水
洼中，发出“滴滴答答”的声
音，我深深地被这音乐所吸
引。傍晚劳作回家的农民们，
挥着他们的帽子欢笑着，交流
着，仿佛是这秋雨歌的伴奏。

你听，小溪姐姐抱着竖
琴，正“叮咚叮咚”演奏着欢乐

的曲子。水中的各种鱼虾在欢
快地游动，小鱼儿吐出一串串
水泡好像在为这音乐伴舞呢！
它们成群结队地，摆出不同的
姿态，好看极了！小溪旁边几
棵枫树，站在那里看呆了。

“蛐，蛐”这是蟋蟀们的演
奏会。在我家门前有几丛绿草，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来了许
多蟋蟀，每到晚上就放声歌唱。
一只蟋蟀在这丛草里歌唱，另
一只蟋蟀在那丛草里唱歌，它
们仿佛是在情歌对唱呢！

风，像一位大哥哥，在小
伙伴们的身边索绕，和小伙伴
们嬉戏，为音乐会增添了欢乐
的笑声。风，像一把扇子，“呼、
呼”扇走了夏天的炎热，带来

了秋天的凉爽；风，更像是贪
吃的娃娃，你看，它总是萦绕
在水果的身旁，乐呵呵地笑
着，把醉人的果香传播开来。
无论这扇风，还是呵呵的笑，
都是大自然演唱会中最美妙
的和弦。

啊！难怪人们把大自然的
各种声音说成“天籁”！我对这
天籁音乐会无比留恋。

新学期刚开始，一天下午
班主任丁老师把我叫到办公
室，对我说：“陈柄汝，我向学校
推荐你做升旗仪式的主持人，
三年级的同学能担当此任，你
可是第一个啊。希望你能够把
握这个机会，好好表现，好吗？”
我使劲地点了点头，高兴地说：

“丁老师，放心吧，我不会让您
失望的。”接着老师又说我可以
找一个搭档，我就推荐了好朋
友杨晨。等我把好消息告诉杨
晨时，她高兴地搂着我跳了起

来。高兴之余，我还是有一点儿
忐忑：我真的能行吗？

回到家，我把这件事告诉
了爸爸妈妈。他们都为我高兴，
并鼓励我说：“你一定能行，我
们相信你的能力。”

星期天，我和杨晨做了大
量的准备工作。从朗读到背诵，
从表情的运用到动作的编排，
甚至上台下台的步伐姿势，我
们重复了一遍又一遍，嗓子几
乎累哑了，直到满意为止。

那个星期一，升旗仪式开

始了，我和杨晨迈着从容的步
伐来到主席台上，微笑着面对
老师和同学们。虽然台下人很
多，但我一点儿也不紧张。通过
扩音器，我俩清脆的声音响彻
了整个校园，我俩的表情和动
作征服了全体师生。随着热烈
的掌声，我俩愉快地走下了主
席台。

通过第一次主持升旗仪
式，我从中悟出了一个道理：做
事不仅要有信心，还要为之付
出努力，这样才会成功。

今天，我看见了妈妈最
美的时刻。

我的妈妈开了一个理
发店，几乎每天都忙忙碌碌
的。

今天，她像往常一样忙
了一个上午。中午，我们收拾
了东西要回家吃饭的时候，
来了一位收垃圾的。他一进
门，一股难闻的气味就扑面
而来。我这才看清楚他是个
残疾人，只有一条胳膊。身上
的衣服破破烂烂，脚趾头也
露在鞋子外面。他迟疑地小
声问：“我可以(在这里)理个
发吗？”“嗯，好的，先洗头
吧！”妈妈不假思索地回答。
我连忙拉拉妈妈的胳膊，趴
在她的耳边说：“妈妈，我们
不要给他理发了，你看他身
上脏兮兮的。”可妈妈竟然甩
开我的手，理都没理我，手脚
麻利给他洗起头来。一边洗
一边和他拉着家常。我的脸
突然一阵发热，不好意思地
低下了头。妈妈像往常一样
细致地给他洗头，理发，刮胡
子。该交钱的时候，他从口袋
里掏出一张皱皱巴巴非常破
旧的钱，交给我妈妈。妈妈一
边推开他的手，一边笑着说：

“不用了，你挣钱不容易。”他
结 结 巴 巴 地 说 ：“ … … 没
事 … … 你 看 你 都 不 嫌 弃
我……”就这样来回推了好
半天，最终我的妈妈还是没
有接他的钱。

注视着妈妈的脸庞 ,我
越来越觉得，我的妈妈今天
最美丽！

第第一一次次主主持持升升旗旗仪仪式式
招远市蚕庄完小 三年级一班 陈柄汝 指导教师 杨玉章

大大自自然然的的音音乐乐会会
招远市蚕庄完小 五年级一班 陆雯 指导教师 王静

美美丽丽的的妈妈妈妈
招远市蚕庄完小

四年级一班 王萌茹

指导教师 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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