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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窗外外的的蜘蜘蛛蛛
烟台星海艺术学校 五年级一班 张轶斐 指导教师 孙育妍

回老家

我的新老师

南通路小学 三年级一班
李俐辉 指导教师 张国娟

你猜我喜欢的地方是哪？哈
哈，是我的老家。一说起我的老家，
那就是莱州，那里有我爱的亲人，
有想我的妹妹。我真盼望能早点回
去。今天，妈妈就答应我们一家人
一块回老家。

我们收拾好行李，就出发了。
今天是爸爸开车，以前去的时候都
是别人开车，今天却变了，一切都
变了。在路上阳光透过玻璃窗照在
我的身上变成了紫色。路上还下了
一场雷阵雨，那时天空朦胧，像铺
了一张黑纱。不过不一会儿雨便停
了。

天渐渐地又亮了，金灿灿的，
清新的空气迎面扑来，路边的小草
和小花上都滴上了一串露珠，在阳
光地照射下一闪一闪，漂亮极了！

莱州有长寿之乡的美称，一进
村子我们就看到村口有好几位百
岁老人坐在那乘凉，她们热情地向
我们打招呼。晚上，我们来到了莱
州城，莱州城里灯火辉煌，灯光闪
烁，街道两旁种着高大的树木，似
是在欢迎我们的到来。我们还吃了
大螃蟹，螃蟹非常的鲜美，这可是
我们莱州特有的呦！

我爱莱州，我爱我的家乡！

南通路小学 三年级五班
于雪媛 指导教师 迟雪平

暑假结束了，我们又回到了美
丽的校园，迎接我们的是三位新老
师。

先介绍一下语文迟老师，迟老
师戴着一副红边眼镜，长长的头
发，乌黑的大眼睛，长得真漂亮！迟
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每天早早来
到教室，整理卫生，带领我们早读。
迟老师对我们态度和蔼，讲课认真
负责，书写漂亮，同学们都喜欢听
她讲课。迟老师经常表扬我们，但
我们上课开小差、写字不认真的时
候，迟老师会严肃批评我们，我们
对迟老师既喜欢又害怕。

卷卷的头发，大大的眼睛，这就
是我们的数学老师。我们特别喜欢
孙老师，因为她爱笑，爱表扬我们，
但孙老师对我们严格要求，数字书
写和计算做题必须认真，当我们上
课开小差时，孙老师用眼睛警告我
们，同学们马上就规规矩矩了。

最后介绍姜老师，他是一位男
老师，讲课很有趣，我们总是在玩
中学，学中玩，我们上英语课的时
候很快乐，我们也很喜欢这门新增
的课程，也有信心能学好英语。

这就是我们的三位新老师，很
棒的老师，同学们很喜欢的老师。
我祝老师天天快乐！

烟台十中 初一年级六班
王一冰

一大早，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
情走进了我只见过一面的新学
校——— 十中。当见到老师时，我的
胸口就像小鹿似的跳个不停。而且
都说十中老师很严，这个老师一定
很严格。想到这，我的心就跳得更
厉害了。但是，就在上楼梯时，我对
老师的看法改变了……

一上楼梯，其他老师都说上楼
梯脚步要轻，而我们老师却说：“脚
步轻一些，要不把教学楼踩塌了怎
么办？”这个小幽默使我从心底里
认可了老师。

上课的时候，老师自我介绍说
他姓曹，是教语文的。接着，老师问
了我们一些深奥的问题，比如说我
们为什么要上十中等等。往往小故
事引出大道理，老师就聪明地利用
这个方法，从他给我们讲的一个个
小故事中，引出了一个个大道理，
使原本无趣的话语变得生动起来，
让我从心底里佩服老师。

下午开始军训，老师一遍一
遍，不知疲倦地和教官一起教我们
动作，帮我们改正错误，让我十分
感动。军训完，老师又提出让我们
好好放松一下，并教给了我们放松
的方法，这又令我感动一番。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下午放学
时，一位奶奶问我：“小朋友，你也
上十中吗？”当我回答“是的”的时
候，一种自豪之情油然而生，我是
十中一员了！

今天我度过了快乐而又充实
的一天。同时，我还想高呼：即将要
上十中的同学们，你们千万不要听
信谣言，十中并不像传言中那么可
怕。

秋天，敲响了开学的铃
声。在这一天里，我们一如既
往地背上了新书包。不过，小
学成为了回忆，中学的大门为
我们敞开。严格的校规，令我
忐忑不安，住校是我长大的第
一步，同时也是一大步。我怀
着兴奋与紧张的心情来到了
学校。一栋栋宏伟的教学楼、
一块块红色的方砖，都使我感
到特别新鲜，兴奋不已。

学习的第一天，我感到快
乐，快乐的时光又总是那么短
暂。当暮色降临，上晚自习的
时候，我望着渐黑的天空，一
闪一闪的星星，不禁想起妈妈
的身影。我的情绪更加低沉，
调皮的眼泪无声无息地流了
下来。我想回家，我想见妈妈！
回到宿舍躺在床上，强忍着悲

伤的泪水，翻来覆去怎么也睡
不着。脑子里全想着：我要回
家，我要回家……一直持续到
凌晨三点钟。

第二天军训进入我的新
生活，因为昨夜的睡眠不足，
导致我在阳光的暴晒下感到
头晕。头晕使我想家的心情更
加激烈，真想好好大哭一场。
这时，班主任老师好像有了

“读心术”，看穿了我的心思。
老师把已打好的饭菜放到一
边，把我叫到一个安静的小屋
里。她用一种温柔的眼神看着
我，并对我说：“人总有第一
次，人总要迈出第一步，你不
可能永远在妈妈、爸爸的怀里
躲藏一辈子。住宿的环境是你
目前必须要适应的。子汉，你
想想，熬和过的区别是不是很

大？”我没有出声，泪流满面。
我知道老师之所以把我叫到
安静的小屋里，是因为她不想
让同学们看见我懦弱的一面。
老师放弃自己就餐的时间，一
直这样陪着我，安慰我，给我
坚强的力量，直到我吃完午
餐，她方转身回到了教室。

老师，虽然这事情很
小。但是，你高大的形像在
我内心永不消逝。你对我的
帮助很大，您像一盏光芒四
射的灯塔，照亮了我前进的
道路。我想，拥有这样的老
师是我的幸福，我没有必要
继续沉浸于忧伤和忧郁之
中。老师，谢谢您！我一定会
如您所说的那样，很快适应
环境，努力学习！决不辜负
您的期望！

我我心心中中的的灯灯塔塔
高新区实验中学 初一年级 任子汉 指导教师 接雪飞

不知什么时候，一只蜘蛛
占据了我家窗外的一个角落，
它在防盗网间织了很大的一张
网。我对这只蜘蛛很好奇，便开
始留心去观察它。

其实，蜘蛛也不是浑身都
是黑色的，因为它黑色的“盔
甲”中，有一些黄色的小斑纹，

“大刀”上也有几丝白色，再加
上那两个圆鼓鼓的“小圆灯”，
像是穿了件漂亮的衣服，可爱
极了！

这只蜘蛛总是喜欢呆在阴
凉的角落里，即使“温床”很大，
它也总是静卧边角。我想，可能
是蜘蛛觉得这样不易被猎物查
觉，这样它就可以天天吃上美
味的大餐了！

有一天，我像往常一样观
看蜘蛛，终于亲眼目睹了一次
蜘蛛捕食！那是一只不幸的飞
蚁，它快活地从远处飞来，却一
头撞到了蜘蛛网上。飞蚁立即
拼命扇动翅膀，它想努力挣脱。
老练的蜘蛛一下子来了精神，
我仿佛看见它瞪大了眼睛，看
着这只飞蚁，大概是觉得美食
又来了吧！果然不出所料，这只
笨飞蚁走了“胶水运”！蜘蛛慢
慢靠近猎物，好像在说：“谁叫
你忽视我的家，这下你被粘住
了，小命难保了吧？”可是，蜘蛛
并没有一下子跳过去抓住它，
而是徘徊在飞蚁周边，我曾看
见它多次靠近猎物，都没有去
把它吃掉，而是不停地走，走了

一圈又一圈，我也不知道它是
因为肚子里的东西还没有完全
消化，还是因为时机还没成熟，
反正就是不动飞蚁，随它在那
里挣扎。我静静地等待着，一分
钟，两分钟，三分钟……十分钟
过去了，飞蚁的体力消耗了很
多，翅膀扑得也不是那么快、那
么有力了。又过了几分钟，飞蚁
已经奄奄一息了。蜘蛛见状，慢
慢地靠近飞蚁，此时的飞蚁已
经动弹不得了，它只能束手待
毙，而蜘蛛，就可以慢慢享用自
制的“蛋包饭”了。

盛夏在不知不觉中度过，
秋天到了。有一天风很大，蜘蛛
的网被刮破了，我想，这下蜘蛛
完了，没有了家，它怎么生活

呢？令人出乎意料的是，第二
天，蜘蛛的网又被织好了。就这
样，日复一日，蜘蛛的网一次次
被风刮破，可它总是破了再补，
破了再补……我几乎每天都在
担心这只蜘蛛的安危，可它似
乎对自己的处境浑然不觉，每
天都不知疲倦地忙碌着。

终于有一天清晨，蜘蛛被
冻死在网上。望着残留的网，望
着蜘蛛的躯壳，我的心里突然
对它油然而生一份敬意：生命
不止，奋斗不止。也许，蜘蛛早
已知晓自己的最终宿命，可是
它从没有停止和放弃，蜘蛛的
生命是短暂的，可是蜘蛛在短
暂里活出了精彩，这种永不放
弃的精神，当值得我们学习。

8月24日我们一家人到无
染寺去游玩了，我开心极了。

早上我竟然5点就起床
了，妈妈说我是兴奋过度，睡
不着觉。嘿嘿，是呀！收拾背
包，吃饭，度过了忙碌的早
上。8点30分，我们坐上了开
往文登的旅游大巴车，一路
上，我们有说有笑的，不知不
觉就到了无染寺。

来到山脚下，抬头向上
望，一座座山，连绵起伏，山
上覆盖着郁郁葱葱的大树。
我们沿着弯弯曲曲的小溪
流，很快就到了“王母娘娘洗
脚盆”，这是一个天然的石头
谭，黄色的石头把清澈的水
都给染成金色的了。水中几
条小鱼快活地游来游去，好
像许多活泼的小精灵。我和

战承宇、刘清扬迫不及待地
拎着水枪往水潭跑，扑通一
声，小战摔了个屁股墩，逗得
我们哈哈大笑。我好奇地问
妈妈：“这里的石头怎么这么
光滑呀？”妈妈笑眯眯地说：

“你听说过，‘水滴石穿，绳锯
木断’吗？”我摇摇头，“这些
石头这么滑，是因为水日积
月累地不断冲刷形成的。其
实，做任何事只要肯下功夫，
没有做不成的。”我点点头，
就和大家玩起了“水之战”，
很快爸爸被我们打得落花流
水，只好投降了。

中午到了，我们找了一
个凉快的地方，吃起了野餐。
我们准备的野餐丰富极了，
有黑乎乎的巧克力，有新鲜
的水果，有香香的面包，有啵

啵冒泡的汽水……我们三个
小朋友很快就吃饱了，又玩
起了“水之战”。

后来我们经过一座石桥，
到了一处狭窄的小溪，我们仨
个惊奇地发现，水里有小鱼的
踪迹。我们撸起裤腿，就往水
里跑。我们学着大人的样子小
心翼翼地弓着背，悄悄地把手
伸到水里，可是一条小鱼也没
抓到；小虾却抓了很多，随便
捧一把沙子，就能找到小虾。
这时候，一位老爷爷喊道：“莱
山的游客走了！”我们只好带
着抓到的小虾悻悻地上岸了。

我喜欢这里的一山、一
水、一花、一草、一木……它就
像一位久别的老朋友那样慈
祥、亲切，给我们带来了无尽
的欢乐。

俗话说：“桂林山水甲天
下”，我这次来到慕名已久的桂
林，真正领略到桂林风景的美。

刚来到这里就闻到了特别
浓郁的香味，原来是桂花的香
气，这里的桂花虽小，但颜色却
是金黄金黄的，如金子一般闪
耀。所以人们都称它为金桂。

接着我们坐上游船，顺流
而下，游览漓江。漓江是桂林
山水的精华，她酷似一条青罗
带，蜿蜒于万点奇蜂之间。沿
江风光旖旎，碧水萦回，奇峰
倒影、深潭、山泉、飞瀑参差，

构成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人
称“百里漓江、百里画廊”。沿
途还经过了漓江最著名的景
观“九马画山”和“黄布倒影”，
都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九马画山还有一个美丽的传
说，从前有个小孩，非常懒惰，
并且还喜欢在自己觉得不妥
的地方加上一两笔。一天，他
跑出来玩，见这座山壁光秃秃
的，很不妥当，就拿着画笔画
了九匹马，因为他很懒惰，九
匹马中有的画了头，没尾，有
的只画了尾，没头。后来人们

为了记住这个有趣的故事，故
命名“九马画山”。

古今中外，不知有多少
文人墨客为漓江绮丽风光写
下了脍炙人口的优美诗文。
唐代大诗人韩愈曾以“江作
青罗带，山如碧玉簪”的诗句
来赞美这条如诗似画的漓
江。当年陈毅游漓江时，发出
这样一句感叹：“宁做桂林
人，不愿做神仙”。

我深深地陶醉在这如仙
境般的画卷中。“桂林山水甲
天下”真是名不虚传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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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无染染寺寺一一日日游游
莱山区孙家滩小学 二年级一班 卢星翰 指导教师 曹艳玮

桂桂林林山山水水甲甲天天下下
星海艺校 三年级二班 安欣霏 指导教师 贺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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