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东方方海海洋洋之之行行
牟平宁海中心小学 三年级四班 黄诗润

今天，我们齐鲁晚报的
小记者要去参观东方海洋，
并采访山东电视台综艺满
天星之山东好声音比赛晋
级选手。早上，我早早地起
了床，和妈妈坐车来到东方
海洋。

一进东方海洋的大门，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大的喷
水池，喷水池中间是一朵巨
大的金色的花雕塑。喷泉开
放着，很壮观。

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
来到节目现场，那里给我们
预留好了座位，我们依次坐
好，等待节目开始。

节目开始了，随着一段
大型歌舞表演，主持人闪亮
登场，依次介绍了评委老
师、特邀嘉宾等。选手们依

次上场，展示了他们不同的
“好声音”。

最特别的是一位外地
来的阿姨，她从“山东好声
音”第一季就开始参加，现
在又站在舞台上唱歌。虽
然又没能晋级，但她坚持
不 懈 的 精 神 值 得 我 们 学
习。不过她这次来的真正
目的不是唱歌，而是来给
她家自己生产的洗衣粉做
广告的。主持人逗她：“您
是想让大家记住您的歌声
还是记住您的洗衣粉啊？”
那位阿姨大声地说：“请大
家 记 住 我 的 龙 星 牌 洗 衣
粉！”还请工作人员拿了一
大袋子洗衣粉发给大家。
哎！真拿她没办法。

中间还有个娱乐表演，

是把气球做成各种造型，那
些普通的气球，在表演者手
里，就像变魔术一样变成了
各种不同的造型。有兔子、
小狗、漂亮的花等等，最后
这些成品自然成了我们孩
子的礼物。孩子们拿到了，
都非常兴奋。

还有个最小的选手，是
个6岁的小女孩，“你觉得评
委会给你几票啊？”主持人
问。“几票我都满意。”小女
孩竟然说出这么高水平的
话，令大家对她刮目相看。
最后小女孩以三票通过成
功晋级。正好由我来采访这
次晋级选手。“谁教你唱歌
的？”“是妈妈。”“你觉得你
唱得好吗？”“妈妈说我唱得
好，我就唱得好，妈妈说我

唱得不好，我就唱得不好。”
小女孩稚嫩地回答让我本
来紧张的情绪烟消云散。当
我面对面采访她时觉得她
是那样可爱，那样有趣。

采访结束，我们又跟着
东方海洋的工作人员去参
观了东方海洋的仓储室、实
验室及产品展示厅等，一路
上阿姨细心地给我们讲解
着东方海洋的有关知识，同
时耐心地解答着我们小记
者提的不同问题。这一路下
来我学到了不少知识，也见
识了以前没见过的新鲜事
物。

东方海洋之行让我增
长了知识，开拓了眼界，我
不由得喜欢上了这个美丽
的地方。

暑假我参加了齐鲁晚报组织
的报纸营销大赛，7月的最后一天，
早晨六点半妈妈跟往常一样带着
我领了报纸。我就开始卖《齐鲁晚
报》，今天也卖了二十份，卖得很
快。卖完了才七点十四分，我们一
块去吃早餐，我看到一位老奶奶坐
在餐厅门口，老奶奶很瘦，头发很
白，挎着个包袱，拄着拐杖。

妈妈着急上班，好像没在意，
急急忙忙招呼我进来吃饭。吃饭的
时候，我发现老奶奶进来餐厅跟服
务员说了几句话又出去了。她是不
是没有钱买饭呢？我把自己的想法
告诉了妈妈，妈妈说我说得对，就
买了一些包子出来了。可是老奶奶
不在餐厅门口，我们在附近找到了
老奶奶，妈妈让我把包子给了老奶
奶，这时我有点渴，就去买了一瓶
矿泉水，喝了一口，我突然想起来
老奶奶也会想喝水，于是我又去买
了一瓶矿泉水给老奶奶。老奶奶说
谢谢我。然后我们就去妈妈公司
了，公司的叔叔阿姨知道了这件
事，都夸奖我是个有爱心的好孩
子，并讨论了该不该把老奶奶送到
救助站的事。

今天我用卖报纸的钱加上妈妈
的钱帮助了老奶奶，我觉得很开心！
我长大了一定努力多赚钱，帮助更多
需要帮助的人。

卖报献爱心
福山区永福园小学

二年级二班 张广尧

暑假里，妈妈好不容易同意了我
养兔子的计划，我高兴极了。那是个
雨天，妈妈通过赶集网联系到一个出
售兔子的卖家。当天中午，我迫不及
待地和妈妈去挑选兔子。卖家是一位
大学生，正在家复习考研究生，顺便
养兔子出售来赚些零用钱。

一进门，我就看到三四个笼子，
里面的兔子太多了，大学生哥哥介绍
说，有的是垂耳兔，有的是猫猫兔，还
有普通的家养兔子。看得我眼花缭
乱，选来选去也不知道该选哪只？妈
妈建议我选一只黑耳朵、黑眼圈的猫
猫兔，而我喜欢那只黄耳朵的的猫猫
兔，一时间我难以取舍，干脆两只都
买回家吧。我高兴地跳了起来，又马
不停蹄地和妈妈赶到万光花鸟市场，
选了一个漂亮的兔笼子，来给小兔子
们当家。

回到家后，两只小兔子快快乐乐
地进入了新家。它们好像对新环境还
很不熟悉，来回地跑来跑去，东嗅嗅
西闻闻，东跑西窜，我想它们可能是
饿了，赶紧找来一个小盘子给它们装
上兔粮。看来它们真是饿了，看到食
物，就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吃完以
后，它们就趴在笼子边上，可怜巴巴
的小眼神，仿佛在恳求什么，我以为
它们还没有吃饱，又赶紧给它们喂了
一些兔粮，但它们不也不吃。我趁机
把它们的专用饮水瓶给装上温水，放
到笼子里。噢，原来它们是渴了，两只
小兔子轮番上阵，一只喝完水，另一
只接着再喝。吃完后，它们就懒洋洋
地趴在窝里睡觉。我惊奇地发现，它

们睡觉时，互相偎依着，真
像两只可爱的猫咪，怪不得
叫猫猫兔呢。

暑假里，因为有了这两
只小兔子的陪伴，我的假期
生活变得更精彩起来。

养兔记
南通路小学 三年级三班 孙小雅

假假如如我我是是垃垃圾圾桶桶
烟台清泉学校 三年级一班 吴雨阳

假如我是垃圾桶，我会
召集全世界的兄弟姐妹们
来清理地球上的垃圾，还要
告诉那些乱扔垃圾的人一
定要把垃圾丢进垃圾桶。如
果他们不听的话，那我就把
他扔进垃圾桶里，让他也尝
尝被丢的滋味。

假如我是垃圾桶，我
要到建筑工地去看看，当
我来到工地以后，环顾四
周，我惊呼一声“妈呀！”
没想到这里竟然快变成垃
圾场了！我决定清理遍地的
建筑垃圾，我打起精神干劲
十足地忙起来，半小时后，
这里明显比刚才干净了许
多。可是，我可怜的小肚子
都撑圆了。我决定去垃圾场
清理一下我的小肚子。就这
样 ，疲 惫 的 我 去 了 垃 圾
场……终于到了，我乘着垃
圾车从睡梦中醒来，睁开惺
忪的双眼看了一眼垃圾
场———“哎呀！我的天哪！”
我看见等着进垃圾场洗澡
的垃圾桶都排到了马路上，
我等呀等呀，等呀等……
等得我腰酸背痛腿抽筋。
终于轮到我了，我闭上眼
睛，迫不及待地站到环卫
工人的面前，还没等其他

的垃圾桶眨一下眼，我的
肚子就被清空了。我真高
兴，今天我又为环保尽了
一份力。

假如我是垃圾桶，我还
要去手工班看看，我要走
了！呀，怎么那么快，我一眨
眼的时间就到了手工班，我
的天哪，手工班的桌子上，
地上到处都是被丢弃的纸
片，简直比垃圾场还脏。我
一鼓作气，吃呀吃，吃呀
吃……一番努力之后，我终
于把手工班打扫得干干净
净。唉，肚子又圆了，我可真
不容易，为什么做好事还要
受苦啊！

哎哟，肚子好饱啊，吃
的太多，我翻来覆去睡不
好，正在我难受的时候突然
听见了妈妈的声音：“溪溪
(我的乳名 )，你该起床了，
上学不要迟到了……”我

“咯咯咯”地笑了起来，原来
是个梦。上学路上我看着路
边的垃圾桶不禁露出了微
笑，梦里的朋友们，你们放
心，我一定做一名优秀的环
保小卫士，号召身边的朋友
和我一起尽我们最大的努
力精心呵护我们身边的碧
海、蓝天……

我我是是这这样样爱爱上上读读书书的的
烟台大学附属中学 四年级一班 王亦可 指导教师 李蓉蓉

我的爸爸妈妈都是语文
老师，他们喜欢看书。

我是个活泼好动的小男
孩，爱玩真的是我的天性！
但，四年级的我，已经喜欢上
阅读，可以说每天看书已经
成了我的好习惯！

上小学前，妈妈每次逛
超市的时候，都“狠心”地把
我扔到卖书的角落里，让我
这个“小书迷”去尽情闻书的
芳香，尽情在书的海洋里寻
找我的快乐！

4岁的时候，爸爸妈妈
读懂了我爱看“奥特曼”一
类的书。于是，他们就很耐
心地陪我看“奥特曼”丛书，
开始妈妈耐着性子给我讲
那些在她看来很无聊的人
物 对 话 ，一 遍 ，两 遍 ，三
遍……她讲累了，就陪在我
身边，趁我自己琢磨着看的
时候，让我讲给她听。然后
她不时地表扬我“识字多记
字快”，我高兴极了，越看越
爱看，很快我就比同龄人识
字多。识字多了，读书对我
来说也不是难事了。

上了小学，我开始留心
爸爸专心读书的样子，我觉
得爸爸读书那么专注，他的
书中一定有好玩的，于是我

开始看大人的书，比如爸爸
常看的《特别关注》、《美国国
家地理》《中国国家地理》、

《中国地图册》，我都会试着
翻翻。

妈妈仍然坚持在繁琐的
劳动后陪我在床边翻阅她喜
欢的书籍，这让我觉得我读
书的时候也并不孤单，读的
很踏实。

后来，妈妈学会了网上
购书，她坚持每月给我买书，
多的时候十几本，少的时候
也是两三本，很快我就拥有
了满满的两书架书，我可以
在关上电视和电脑的时候，
沉浸在书的世界里，了解很
多我感兴趣的知识。

而最幸运的是，我在烟
大附中读书，鼓励学生“大量
阅读，快乐阅读”是我们学校
的一大特色之一！

我喜欢把我的书带到学
校，每天和同学们在中午的
阅读时间，交换书籍，尽情地
阅读，这使我交了很多朋友，
也和我的同学多了很多的话
题！

现在，我已经养成了睡
前阅读的习惯，无聊时，我也
会在书中消磨时间，寻找成
长的快乐！

成成功功的的指指路路明明灯灯
烟台双语实验学校 五年级六班 张振涵 指导教师 孙学梅

我盼望着成功，希望着
成功，享受着成功给我的沐
浴。成功，每个人的最爱。人
们常说“失败是成功之母”
没有失败就没有成功，但我
坚决反对，因为我讨厌失
败，厌恶失败，憎恨失败给
我带来的心理压力。

“一失足成千古恨”。
是呀，一次小小的失败就
能给失败者带来重创，人
们的讥笑，讽刺，斥责，可
是又有谁明白失败者心里
的感受，那滋味 . . . . . .哎！酸
的，苦的，想道也道不尽，
想说也说不完。

有些人可能会说爱迪
生发明电灯不就是经历的
那么多失败么？是的，没错。
可是你们想想，如果他经历
了那么多失败还没有发明
出电灯来，你们会这么看
呢？说他是浪费光阴还是浪
费地球资源呢？再换个角度
想想，现在还有多少人有他
的耐心与毅力呢？说实话，
我就没有，因为我做事就没
有他的耐心与毅力，做事经
常半途而废，你们也不如问
问自己。

我爱成功并不只是因
为成功令我们开心，而是

在无数个成功背后，都有
着无数成功者付出的百倍
努力，百般的心血，才换来
了成功，他们付出的心血
比一般人要高出几倍，不，
几十倍，不，几百倍，如霍
金，他患了大脑萎缩，只有
三个手指能够自由活动，
但他却没有失败过，用自
己 的 三 根 手 指 创 造 了 奇
迹，在接受成功时快乐的
他，又有谁知道，在接受成
功时的他在电脑下只按了
几个字就已经满头大汗了
呢？因为他的坚持，他的理
想，他成功了，而未成功者

往往比成功者更加兴奋，
如果你考试得了满分，最
开心的一定不是你，而是
你的父母，因为他们对你
的细心照顾，终于换来了
有价值的回报，所以成功
不仅仅只能给成功者带来
兴奋，还能给未成功者带
来开心。

成功，我前途和梦想的
指路明灯！我渴望成功。

C152013年8月12日 星期一

编辑：王伟凯 美编/组版：孙雪娇

今日烟台

小荷


	J1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