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学会会战战胜胜自自己己
烟台双语实验学校 四年级三班 王祎菲 指导教师 宋伟红

每个人可能都有令自己胆怯的
事情，亲爱的同学们，你们最怕什
么？说出来有点可笑，我最怕虫子，
即使是很小的芝麻大的虫子，也令
我毛骨悚然。可是，在我那虎妈的逼
迫下，我终于战胜了虫子，战胜了恐
惧，战胜了自己。

那天，我正准备写毛笔字，突然
发现一只黑黑的，身上有两个红点，
头上有短短的小须，还有两个小白
点的虫子。我很害怕地尖叫了一声：
啊！妈妈被尖叫声引来，一看，惊喜
地大叫一声：两星瓢虫！边说边抓住
玩起来，还让我观察。我吓得满屋子
乱跑，还打开门，跑了出去。只听妈
妈在家里大吼一声：“给我回来！”我
很不情愿、忐忑不安地走进门。妈妈
立刻朝我扑来，我连忙躲到小书房

东转西转，一看无路可逃，就回过
头，大喊一声，扑到了妈妈身上。妈
妈被我压在身子底下，捏了一下我
的肩膀，顺手把瓢虫放在了我的身
上。我害怕地跳起来，边跑边跳边哭
着，声嘶力竭地大喊：“你这可恶的
死虫子，快下来，快下来呀！”我拼命
地抖动身子，终于把瓢虫抖落下来。
妈妈这时已经跟过来，像机关枪一
样呱啦呱啦地说个没完，说得我的
头都大了。妈妈边说边又去找那只
瓢虫。

我躺在床上，等待着“灾难”的
降临。妈妈来了！我立即爬起来，指
着妈妈手里拿着的瓢虫，连连后退
说：“别过来，别过来，它有毒！”妈妈
把瓢虫放在桌子上，努力的心平气
和地说：“它绝对没有毒，你把它拿

起来，放在手上观察一下，绝对没事
的，你要学会观察生活。”我大口大
口地喘着气，哭泣着说：“不，它有
毒，应该把它捏死。”“它没有毒，也
没有嘴，没有任何伤害你的东西，绝
对没有事。”妈妈信誓旦旦地反复开
导我说。

我被妈妈说烦了，就站在桌子
旁边轻轻地碰了一下瓢虫的外壳，
接着就跑到一边了。妈妈的眼睛瞪
得大大的，眉毛都成倒八字了，严
厉地说：“拿！”我胆战心惊地再碰
了一下它，马上又缩回了手，把手
在裤子上搓来搓去。妈妈把小瓢虫
放在自己手里，瞪眼看着我，像一
头母狮子一样大吼一声：“快一
点！”我太害怕了，于是，再不敢多
想，快步走过去，一屁股坐在妈妈

身边的沙发上，但又不肯去拿。妈
妈又威严地说：“伸手。”我乖乖地
伸出了我的手，我的手抖呀抖呀，
我的心跳呀跳呀，我都要喘不上气
来了……我抬起头可怜巴巴地望
着妈妈。妈妈一言不发，冷冷又狠
狠地看着我。“看来是别无选择。”
我狠一狠心，哭着终于把瓢虫放到
了我的手上。

瓢虫一动不动地趴在那，还装
死呢，真是可笑！慢慢地，它开始爬

了，它每走一步，我都会觉得很痒，
就咯咯地笑个不停，真好玩！妈妈露
出一副高兴、满意的笑容，说：“有些
事情本来一点不可怕，但被你想像
得很可怕，你这不是自己吓唬自己
吗？”我不好意思地笑了，饶有兴味
地逗弄着手里的瓢虫……

每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都会
经历酸甜苦辣等各种难忘的事情，
它们像一颗颗闪亮的珍珠，串起我
们美好、宝贵的童年。

我我的的小小乌乌龟龟
烟台双语实验学校

二年级五班 陶奕然

三只可爱的巴西龟来到了我的
家，龟妈妈带着两只龟宝宝。我可喜
欢它们了。

爸爸给它们买了一个两层的“大
别墅”——— 鱼缸，刚到新家的小乌龟
一点也不怕生，整天在房子里爬来爬
去，爬累了就躲在下面睡大觉，有时
候跑到上面晒太阳，可舒服了。

它们都长着大大的脑袋、圆圆的
眼睛、小小的鼻孔和宽宽的嘴巴，还
有那又短又粗的腿和细细的尾巴。它
们的壳是绿色的，特别坚固，比石头
还硬呢！上面有着规则的花纹，既光
滑又好看。只要一有人靠近它，它就
会十分机敏的躲到壳里去，生怕有人
会伤害它。

巴西龟特别喜欢吃小鱼，它看见
小鱼游了过来，敏捷地伸长脖子，猛
地叨住小鱼，然后拼命地摇晃脑袋，
把小鱼摇晕后，再慢慢地把整只小鱼
吞进肚子里。

小乌龟跟我们熟悉之后，爸爸经
常把它们放出来溜达溜达，有一次我
在弹古筝，一只小乌龟慢腾腾地爬了
过来，伸长脖子，眼睛朝着我弹琴的
方向，目不转睛地看着我，还是只懂
音乐的小乌龟呢。

小乌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乐
趣，我非常喜欢这三只可爱的小乌
龟。

给给爸爸爸爸洗洗脚脚
烟台双语实验学校

三年级五班 孔超

指导教师 赵苑芙

快到年关了，爸爸的工作越来越
忙，每天早出晚归。我看着很心疼，很
想为爸爸做点什么。

这天，爸爸又是很晚才回家。吃
完饭后，爸爸一脸疲惫地坐在沙发上
休息。我灵机一动，何不为爸爸洗洗
脚呢？说干就干，我把烧开的热水倒
进洗脚盆里，又倒入凉水，调好水温。
当我端着洗脚盆放到爸爸面前时，爸
爸坐在沙发上已经睡着了。我轻轻地
捧起爸爸的双脚，脱掉袜子，又慢慢
地放进脚盆里。当我抚摸着爸爸脚底
的老茧、略显僵硬的脚趾时，我有种
想哭的冲动。爸爸啊，您太累啦！爸爸
平时是很警醒的人，但是今天，直到
我给他洗完脚，他仍然没有醒。妈妈
摸着我的头说：“爸爸太累了。”

我知道，爸爸之所以这样累，这
样忙，都是为了我，为了我们这个幸
福的家。我今年九岁了，长大了，我一
定会好好学习，不辜负爸爸对我的付
出、对我的期望。爸爸，儿子爱您，也
爱我们这个家！

迷迷人人的的大大海海
烟台双语实验学校

三年级七班 陈志宇

指导教师 张艳艳

我去过不少风景优美的地方，
可我总认为只有烟台那片迷人的
海边最美丽了。

夏日的一天，我来到了静美的
海边。金灿灿的太阳从海天相接的
地方升起来，那时的大海最美丽
了，金灿灿的海面，楚楚动人，像是
被哪一位神仙铺了许许多多的碎
金片一样。海滩上人们用来遮挡太
阳的花伞，变成了在那松软的沙滩
上的开放的巨大的花儿。

海岸上，步行街有趣极了，路
旁有许多种小动物形象的喷泉，有
海狮、海豚、海龟，栩栩如生，水一
灌到那些动物的嘴里，那些动物就
从嘴里喷出美丽的水花，喷水的时
候特别美丽。

海滩上有拣不完的美丽的贝
壳、鹅卵石，大的、小的，颜色不一，
形状千奇百怪。还有许多大人和小
孩子在一起堆沙堡，快乐极了。

海里戏水和游泳的游客更是
数不清，大海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我迫不及待地扑向大海，海水在轻
轻拍打着我的腿，发出“哗，哗”的
声音，好像是在欢迎着我来到这
里。各种各样的小鱼儿在清澈的海
水里欢快地游着，非常惹人喜爱。
我闭着眼睛，享受着大海妈妈的怀
抱。

海里的海产品更是丰富。有又
肥又大的螃蟹，鲜美的蛤蜊，各种
各样的鱼儿……

我爱迷人的大海，我更爱迷人
的烟台！

读读《《永永生生的的眼眼睛睛》》有有感感
烟台双语实验学校 五年级五班 赵小菡 指导教师 于梅红

今天，我翻看着以前学
过的语文书，翻到了那篇熟
悉的《永生的眼睛》，我便开
始品读起来。我认真地看了
一遍又一遍，感动得泪如泉
涌。

本文主要写了作者琳
达在14岁的时候，一场突如
其来的疾病夺走了母亲的
生命，琳达处于极度的悲哀
和痛苦中。而让琳达无法接
受的是：父亲竟然不假思索
地答应捐献母亲的眼角膜！
父亲平静的告诉她：一个人
所能给予他人的最珍贵的
东西，莫过于自己身体的一
部分。捐献器官是父母共同
的愿望。后来琳达长大了，

也有了自己的家，父亲也一
天天变老，父亲去世后，琳
达遵从了父亲的遗愿捐献
了眼角膜，女儿温迪在外公
的感染下，也做出了同样的
决定。琳达为自己14岁的女
儿感到骄傲。

的确，父亲留下的远
非一副眼角膜，还有一种
关爱他人，无私奉献的精
神。这种精神折射出人性
的善良和美好。在我们今
天生活的这个社会，关爱
他人，无私奉献的人很多，
他们都为了这个社会，付
出了劳动，献出了关爱，甚
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而
给予别人的帮助，不一定

是身体器官，也许是物质
上的：一顿刚出锅的热饭，
为别人驱逐饥饿；一副厚
厚的手套，为别人带来温暖；
一把结实的雨伞，为别人遮
风挡雨……也许是精神上
的：别人伤心时的安慰；同学
取得成绩时的加油；朋友失
败时的鼓励……只有大家相
互关爱，相互帮助，才能达
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的境界 ,才能使我们这个社
会更加美好！

让我们都来做一个关
爱他人，无私奉献的人吧，
这个社会的美好需要你，需
要我，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
努力！

精精彩彩的的拔拔河河比比赛赛
双语实验学校 五年级一班 刘思辰 指导教师 郭春红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
子，学校借助“校园阳光体育
节”活动，利用大课间组织同
学们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
拔河比赛。

这天上午，操场上人声
鼎沸、人山人海，我们来到操
场，挑战我们的对手——— 五
年级五班，记得上次拔河，就
是被他们打败的，这次我们
要“报仇雪恨”。三年级比完
就轮到我们班了，队员们找
到自己的位置，做好准备，全
力以赴。

“准备！开始！”裁判员老
师一声令下，操场上立刻爆
发出一阵惊天地泣鬼神的助
威声，我们握紧拳头，一致地
喊：“加油！加油！”呐喊加油

声和啦啦队左右挥舞的手臂
汇成一股强大的力量，让我
们班的拔河阵容向后移动。

嘴上对全体队员喊着加
油，我的双眼却注视着我们
班拔河主力——— 刘倍羽同
学，这个班里的大力士，双脚
向前蹬，腿微微弯曲，身体后
倾，双手如一对钳子牢牢铐
住麻绳，绳子被紧紧夹在右
臂腋下，看得出他正憋着一
口气，脸涨得通红，五官都挤
到了一起，额头上青筋暴突，
豆大的汗珠都快流到了下巴
上，也顾不上擦，因为他知
道，他松一口气就可能会给
五班反扑的机会，这是关乎
班级的集体荣誉，来不得半
点儿松懈。

比赛进入了白热化阶
段，各队队员都肌肉紧绷，
牙关紧咬，使出了吃奶的劲
儿，真是针锋相对，势均力
敌呀！红绳在中间飘忽不
定，像一只红色的小精灵，
那样子像在说：“快，快把
我拉过来呀！”我们也神经
紧绷，手心都拽出了汗，还
在扯着沙哑的嗓子喊着加
油。

经过不懈努力，红绳终
于越过了界线，倾向了我们
这边儿，“我们胜利了。”同学
们顿时忘记了刚才的紧张与
疲劳，大声欢笑着，尽情挥撒
着成功的喜悦。这场比赛像
一支七彩画笔，为校园生活
画上了精彩的篇章。

大大面面包包师师诞诞生生记记
烟台双语实验学校 四年级六班 范纵横 指导教师 孙学梅

在机器里投入面粉和其他
原料，过段时间就能出来香甜的
面包，你信吗？我家新买了面包
机。老爸买回来之后做了一次面
包，看得我眼都直了。真是太神
奇了！也太简单了。

我一直心里痒痒，想亲手试
试，这不，经过一番“耍无赖，装
可爱”，老爸答应了，真是太好
了！

为了有备而来，我先认真地
看了面包机的说明书和做面包
食谱，决定做“布里欧修”面包。
我先加了面粉，要按规定的量依
次加了酵母、糖、食盐、牛奶。只
是轮到加食用油的时候把我难
住了，按说明书，应该加80克，可
是家里没有天平秤，怎么办呢？

我请教老爸，老爸说“按照食用
油的比重来计算，80克，体积应
该是90毫升左右，你可以用量
杯。”

好嘞！我找出量杯，哗地倒
了满满一量杯，猛一看是45毫
升。哈哈！倒两杯就够了！我倒满
一杯正准备往里面倒，被老爸拦
住了。

“这是多少？”老爸问我
“45毫升啊！”我回答
“45毫升？这是450毫升，你

倒这么多干嘛？干脆你直接喝油
得了！”爸爸责怪我。

我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哎！
真是马马虎虎害死人啊！

原料都加齐了，我就开始了
漫长等待，面包机里开始慢慢飘

出让人流口水的香味。三个小时
一到，机器提醒做好了。我性急
地拿出面包，哇！金灿灿的，好诱
人！好香啊！

我忍不住上去就是一大
口……“oh!my god”我长这么
大，从来就没吃过风味如此“独
特”的面包：有的地方咸，有的地
方甜，有的地方硬，有的地方软，
有的地方干脆就干面粉。我忍不
住吐了出来，然后象一个泄了气
的皮球，一下子变得垂头丧气。

“儿子，没关系的，没有这次
失败，你就会有下次成功时双倍
的喜悦，关键是要总结教训，失
败是成功他娘，我们共同分析一
下失败的原因！”

经过分析，我们认为：毛病

出在原料的投放顺序上，应该先
加牛奶，再放其他原料，否则就
会造成搅拌不匀。

知道了这点，我就重新开始
做面包。我按照正确的顺序小心
翼翼地投放原料，又经过了漫长
的3个小时，面包机里又飘出了
诱人的香味，我忐忑不安地打开
盖子，取出面包。

我小心地尝了一小口，嗯！
香！

再尝一口，香！香！
忍不住再尝一大口，香！香！

香！
我敢打赌，这是世界上最香

甜的面包。
我宣布：史上最伟大的面包

师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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