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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是一朵兰花，它开在
人们荒芜的心田；诚信，是一杯
浓茶，它让生活更加浓郁芳醇；
诚信是一道劲歌，它奏响了时
代的最强音；诚信是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为人处事的最基
本准则。我曾经经历的一件事
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至今
让我难以忘怀。

记得我在上小学二年级的
时候，一天周末，爸爸和妈妈没
空儿，给了我和妹妹3元钱让我
们跳完舞蹈自己坐公交车回
家，我和妹妹高兴地答应了。很
快跳完舞蹈了，当要回家时，我
们发现路边有卖小金鱼的，美
丽可爱的小金鱼，在水里游来
游去，大大的眼睛，鼓鼓的肚
子，漂亮的尾巴，好像要与我们
说话，它深深地吸引住了我们。

“妹妹，我们把坐车的钱买
小金鱼吧！”我不假思索地说。

“那我们怎么回去呢？”妹妹惊
奇地问道。我想了一会儿，灵机
一动，笑着说：“妹妹，我们打电
话告诉爸爸钱丢了，让他开车
来接我们吧！”“你要撒谎啊，爸
爸能信吗？还有小金鱼怎么办
呢？”妹妹满脸不解地问我。“没
事，就说是老爷爷看我们喜欢，
送给我们两条。要不，这两条小
金鱼可都是我的，没有你的。”
我满不在乎地说。妹妹还是抵
制不住小金鱼的诱惑，同意了
我的意见。我们用塑料袋装了
一些水，小心地将两条小金鱼
装了进去。接着，打电话告诉了
爸爸。

一会儿，爸爸开车来了，看
见我们手里提着的小金鱼，用锐

利的眼光扫了我们两个一眼，回
家的路上，爸爸只是专心地开着
车，不和我们说一句话，好像他
知道了我们在撒谎似的。爸爸平
时和我们总是有说有笑的，今天
怎么一声不吭？我的心里像倒了
十五个酒瓶，七上八下的。“我们
就是不承认，他也没办法吧。”我
自我安慰起来。

晚上，吃晚饭的时侯，爸爸
和蔼地说：“你们俩个小姑娘有
了两条可爱的小金鱼，怎么心
里不高兴吗？”我低着头，不说
话，脸上热乎乎的。接着，爸爸
慢慢地给我讲了“曾子杀猪”教
子的故事。妈妈在一旁虽然不
说话，脸上却表现出非常焦急。
好像心里在说：“孩子，你们可
不能撒谎啊！”看着妈妈焦急的
样子，我拉着妹妹的手站起来，

红着脸，小声地说：“爸爸，我们
错了，我们用坐车的钱买小金
鱼了”。我和妹妹正准备接受爸
爸、妈妈严厉的批评，没想到，
他们不但没有责备我，还夸奖
了我们很诚实：“孩子，做错事
能够自己改正错误就是好孩
子。今天发生的是一件小事，但
不诚实说假话是千万不能有的
坏习惯，长大能成为一个品德
高尚的人吗？”听了爸爸和妈妈
的话，我和妹妹的脸更红了，头
更低了。

现在我在慢慢长大，终于
明白了诚信的意义，诚信就像
我们最美丽的外套，心灵最圣
洁的鲜花。诚信是金，它可以触
动我们内心深处最敏感的神
经，可以给我们点亮一盏永不
眠灭的心灯。

妈妈的爱，如天大，如海阔，她为
我们付出了一切。看了下面这个发生
在我身上的小故事，你一定会深有感
触。

今天周一，像往常一样，放学后，
我到楼下去拿妈妈订的酸奶。咦？今
天怎么有两瓶？哦，周天去爷爷家了，
没拿酸奶。我想着拿起两瓶奶，跑回
家里。我看见妈妈在洗衣服：“哦，你
回来了，”她见我回来，习惯性的对我
说，“把酸奶喝了，一会儿吃饭。”妈妈
又抬头想了想，说：“今天有两瓶，对
吧？”我点点头。“把昨天的给我，你喝
今天的。”她说着，伸出手来。“为什
么？”我问道。妈妈说：“今天的新鲜，
我喝昨天的。”“可是，这对你也不好
啊！”我焦急地说，还是不肯把酸奶给
妈妈，“我有什么好不好的，你好就行
了。”妈妈笑着说。妈妈是笑的，可泪
水已经挤满我的眼眶了。这瓶酸奶我
没有喝完，因为我的心不在这儿。我
在想着妈妈的爱，也在体会着妈妈的
爱。一瓶奶，一瓶普通的酸奶，却包含
着妈妈伟大的爱。

其实，每位妈妈心中所求的都不
多，只希望我们健康、平安、快乐的成
长，而我们如果能理解她们的用心良
苦，就是给她们最大的宽慰。

我运动，我快乐，今天的运动项
目是——— 爬山。

一大早，我和爸爸妈妈驱车来到
凤凰山下，山脚下，一块大石头上雕
刻着一只金光闪闪、活灵活现的金凤
凰，在它的前方“凤凰山公园”几个大
字特别引人注目，真不愧是凤凰山，
连石刻的凤凰都这样的栩栩如生，难
道凤凰山的名字，从此而来？

我们迫不及待地向山上爬去，来
到山腰，五颜六色的花朵翩翩起舞，
争相开放，树木郁郁葱葱，生机勃勃，
还有正在修建的充满冒险与刺激的
连锁桥和让人期待的宝塔。走在石板
砌成的台阶和木板铺成的小桥上，脑
海里不觉得出现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劳动人民是怎样把石板、木板运到这
么高的地方呢？他们流了多少汗水，
付出了多少的艰辛，才修建出人们休
闲游玩，风景宜人的凤凰山啊！真佩
服这些能工巧匠，劳动人民真伟大！

小的时候，我经常感冒，为了让
我能有一个好身体，妈妈特意给我报
了武术班，在妈妈的鼓励陪伴和我不
懈坚持下，我的身体强壮了，把感冒
赶跑了。每天坚持锻练，让自己的身
体更加健康，身心更加愉快，一举两
得，何乐而不为，呵呵！

妈妈说，长大后建设自己的国
家，除了要有丰富的知识，还需要一
个强壮的体魄，所以锻练身体要从小
做起，不能半途而废，要坚持、坚持、
再坚持……

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今天你
运动了吗？

运动的快乐
莱山实验小学

二年级二班 郭安栋

指导教师 杨绥东

妈妈妈妈真真辛辛苦苦
莱山实验小学 五年级六班 宋文浩 指导教师 王韶敏

我的妈妈是个医生。今年
暑假期间在爷爷奶奶去济南
的那些日子里，我的假期是在
妈妈的诊所里度过的。

在这段日子里，我亲眼看
到妈妈的工作有多么辛苦，更
体会到当医生有多么不容易。

妈妈不仅是个中医，还在
实践中学输液、外伤缝合等西
医疗法。只见她在诊所手脚不
停，一会儿抓药，一会儿煎药，
一会儿输液，一会儿缝合……
常常忙得顾不上吃饭。有一天
中午，妈妈刚要吃我给她买来
的盒饭，两个受伤的农民工便
走了进来，一位脚被钉子扎出
血了，一位手被锯子划了一道
大口子。妈妈立即为他们清洗

伤口，再缝合包扎，忙到下午
两点多。像这样的情景，我见
到很多。

妈妈每天早出晚归，早
上，太阳公公还没起来，她就
去了诊所，晚上，星星疲倦地
眨着眼睛，妈妈还在忙活。有
一天晚上，我困得打了一个哈
欠，便趴在桌子上睡着了。不
知睡了多欠，我被妈妈叫醒，
原来有一个老奶奶病重发烧，
她的家人请妈妈出诊。妈妈二
话没说，大步流星地去了奶奶
家，经检查，老奶奶是急性肠
炎，体温高达39 . 5℃，妈妈立即
为奶奶输液，一直忙到深夜，
老奶奶的体温才降下来了。

妈妈的诊所远近闻名，很

多人来求医问药，病人各有特
点。有一次，一位不讲卫生的
叔叔脚受了伤，他一脱鞋，我
便被臭得冲进里屋把门关得
紧紧的。“臭氧机”走后，我说：

“妈妈，你不怕臭吗？”妈妈说：
“医生要急病人所急，想病人
所想，只要心里装着病人，就
什么也不顾了！”

妈妈的话深深地打动了
我。这天，回到家里，我端详
着墙壁上挂着的梅、兰、竹、
菊四幅画，恍然大悟，难怪妈
妈喜欢它们。妈妈不怕吃苦、
不知疲倦、顽强拼搏、乐于奉
献，不正像傲雪凌霜、坚强不
屈，把美丽带给人间的梅、
兰、竹、菊吗！

快快乐乐的的教教师师节节
栖霞市翠屏小学 四年级二班 林子清 指导教师 李心亮

9月10日是教师节，是老师
们的节日，这一天，我也要向
老师表达我的谢意，一大早我
准备好礼物，真是“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我早早来到学校，趁同
学们不注意，迅速从书包里
拿出装花的兜，趁着到办公
室送作业的机会悄悄地把美
丽的花束放在老师的办公桌
上。

回到教室，我才发现，我
们班的李迎娟和衣宏超已经
在黑板上写好了“祝老师节
日快乐”，正在画气球呢。我
只顾着偷偷地给老师送花，

刚才竟然没有注意到她俩已
把我的另一个小秘密展现了
出来。原来她们昨天傍晚就
商量好了，如果我们几个人
昨天好好商量一下的话，岂
不是更好！于是我们又和同
学们说好，老师来到后我们
齐声祝老师快乐，一定要把
我们的热情都喊出来。

上课了，老师一踏进教
室，我就高喊：“起立！”紧接着
同学们异口同声地齐喊：“老
师好！祝老师节日快乐！”声音
洪亮，也特别兴奋。我心里暖
暖的，可高兴了！

我们一坐下，王文静突

然跑向讲台，把她画的画送
给了老师，其他同学也不甘
落后，一个个都下去送礼物
了：苹果、画……各种各样，
可多了。老师的脸也渐渐变
红。老师眉飞色舞，说话都语
无伦次了，可见老师她心里
有多高兴。我们的心里也高
兴极了，一个个“红苹果”都
熟了。老师喜笑颜开地说：

“这是我人生中过得最快乐
的一天，谢谢你们！”我们和
老师一起使劲鼓起掌来，表
达我们无比高兴的心情。

今天的教师节真是快乐，
我们乐，老师更乐！

读《狼图腾》
有感
烟台开发区第一初级中学

初二年级四班 徐勃洋

指导教师 王秀芳

读完姜戎先生的《狼图
腾》，我第一个念头就是冲到
草原上，去切身感受草原狼的
精神和野性。

故事从主人公被狼围攻
开始，到草原覆灭结束。故事
中草原上的每一件事，仿佛我
都亲身经历过一样：时而令我
汗毛耸立，好像有一双双绿幽
幽的眼睛在我的身后；时而令
我怒从心生，恨不得一脚把那
些破坏草原的“盲流”踢回他
们的老家；时而令我含情脉
脉，看着我眼前的小狼；时而
令我绝望，看着草原一寸一寸
的沙化……

随着大量的人口进驻草
原，为了利益人们开始大量开
垦草原，大量杀狼，使得许多
草地变成沙地，久而久之，后
果是草原退化，土地沙漠化，
沙进人退，其危害早已显现出
来了，现在，在北京漫天“飞
舞”的“黄龙”就是个有力证
据。我们，已经快榨干了自己
的母亲。

现在，她的孩子们，已经
变得“懂事了”，开始通过改变
来孝敬自己的母亲。一片片的
沙地开始长出嫩草，一座座荒
山变成林山，一条条“酱油河”
变成清水河。

我多么希望，被伤害的地
球母亲，被伤害的森林、湿地、
海洋……能早日“康复”，让背
井离乡的狼群能早日回到家
乡。

生生活活中中的的爱爱
烟台开发区二中 初三年级八班 焦家艺 指导教师 柳淑青

妈妈的爱
莱山区实验小学

五年级六班 曲承一

指导教师 王韶敏

生活中处处充满爱。爱就
像一轮冬日的暖阳，给我们带
来温暖；爱就像一支蜡烛，为我
们带来光明和希望；爱就像一
位倾心交谈的朋友，在我们遇
到困难和挫折时，给我们帮助
和鼓励。爱是向贫困山区相处
的一份份援助；爱是凉爽的秋
日里，母亲给我们送出的一句
句叮嘱；爱是当我们遇到烦恼，
老师和同学给我们带来的一丝
丝安慰……

在一个清凉的早晨，我们
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学习，读
书声传遍了整个小学教学楼，

当时我是班里有名的小画家，
老师让我来担任板报小组组
长，我立马进行了分工，大家开
始忙碌各自的任务。我们每天
都为板报操心，每天都早出晚
归。经过四天，一份精美别致的
黑板报呈现在面前。忽然，从教
室门外冲进两名打架的学生，
他们像飞奔的马，直奔向我们
费尽心思办的黑板报，“啪！‘板
报上留下了几个大手掌，他们
还在向黑板报上撞击，我急忙
过去拦，可是他们却毫不知情
将我推到一旁，右手和胳膊正
好扎在大钉子上，血直往外流，

老师赶紧将我送进医务室。我
的右手因伤不能写字了，医生
说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恢复，听
到这里我心如刀割，右手暂时
写不了字，我的学习怎么办？黑
板报怎么办？我心里正忐忑不
安时，同学们都来看我了，这时
爸爸妈妈也及忙赶来了。

在我手受伤的这段时间
里，同学们轮流为我值班，给我
补习功课，班主任亲自把知识
给我讲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我
全部学会，全部理解为止，爸爸
妈妈也非常感谢老师和同学
们。经过了这漫长的时间后，我

的手终于恢复了，我终于可以
写字、画画了，我正想问老师黑
板报怎么样的时候，发现老师
的手已磨出水泡，听同学们说，
原来是老师自己模仿我的画画
方式补上了板报残缺部分。我
的眼早已热泪盈眶，我想对老
师说：”老师，谢谢你！“

从这件事中给了我很大的
启发，使我体会到了老师和同
学们给我的爱，也使我懂得了
报答和感激之情，现在我终于
理解了什么是爱，也终于知道
了一个温馨的汉字——— 爱的深
层含义。

诚诚信信是是金金
牟平区文化中心小学 五年级四班 张文倩 指导教师 耿建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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