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晨，恍惚间睁开了眼，一
缕阳光钻进了我的眼帘。像是
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被注入了
一丝活力。我跳下床，走到窗前
欣赏那冬日暖阳。看着这样美
丽的冬日暖阳，我心中不仅有
着对暖阳的喜爱，更有着对自
己的痛恨。

我恨自己学识尚浅，竟找
不到一个恰当的词语来形容这
暖阳的美丽；我恨自己画功甚
差，无法将这等美景给画下来；
我还恨自己不是音乐家，对于
冬日暖阳在眼前跳跃出的美妙
音符却无法记录下来。真是一

大遗憾！
这冬日暖阳不同于春天

那让人一看就感到一阵温柔
的风从脸上吹过的阳光，也不
同于夏天那要把人烤焦的烈
日阳光。冬天的阳光是晒到人
身上让人活力无穷、有安全感
的暖阳，不是很热却带来阵阵
温暖。

人们都说冬天是一个肃杀
的季节。我却不这样认为，这么
美丽的暖阳到底是谁看出了肃
杀之感的？

这阳光中还有几个白点在
飞舞，仿佛几只“金蝶”在阳光

中跳着肖邦的圆舞曲。那几只
“金蝶”在阳光中若隐若现，尽
情飞舞。缓缓张开了翅膀，远远
地朝我“飞来”，在我的额头上
点了一下，仿佛是亲吻，向我传
递着冬天的喜悦和力量。使我
更有活力了。

冬日暖阳的小精灵———
“金蝶”，还在飞舞，阳光也越来
越温暖了，给这冬季又增添了
一份生机。

冬日暖阳是冬天的一大特
点，正是这暖阳向人们传递着
冬天的喜悦和力量，告诉人们
冬天的真正含义……

冬日暖阳，金蝶飞舞
新营中学九年级十二班 费麟婷

猫老师
石臼中心小学四年级三班 楚涵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总能看
到一些关于小动物的有趣现象。
比如蚂蚁打架运粮食什么的。而
今天，我却幸运地看到了老猫教
小猫跳跃的生动场面。

这天，我走出家门，低头走
着。突然，我听到了一声猫叫，一
看：邻居家的大黑猫和小黑猫正
走着，小黑猫不时向大黑猫撒撒
娇。一个问号顿时出现在了我心
里：它们要去干什么呢？

也许老黑猫早就想好了此
行的目标。只见它定了定神，弓
身一跃，嗖的就跳到了对面的窗

台上。然后它转过身，喵喵地叫
着，好像在说：跳上来吧，孩子。可
猫宝宝呢？毕竟才出生几个月，
看到妈妈跳上去了，急得直叫
唤。老猫没办法，只好跳下来，亲
昵地舔了舔它的额头，好像在鼓
励它。然后又一次跳上了窗台。
这次小猫勇敢些了。也学着妈妈
的样子，纵身一跳。但窗台太高，
小猫只跳到了一半的高度。它用
爪子紧紧地抓住墙壁，一纵一纵
地，想要爬上去。我真替小猫打
抱不平。老猫也太狠心了，小猫
都要跳上去了，它怎么也不帮帮

呢？我终于忍不住了，要去帮小
猫。我的手还没碰到小猫呢！就
听见喵的一声：老猫发火了。只
见它瞪着我，一边叫着一边向我
扑来，把我吓了一跳，赶紧跑了
回家。

我想起刚才的情景，突然觉
的老猫的做法是对的。它想让小
猫用自己的力量克服困难。一种
敬佩的感情油然而生，我走向窗
边。小猫还在跳，一点一点地用
它的爪子努力向上爬。我不禁在
心里真诚地祝福它：努力吧，愿
你成功。

期待已久的日子终于来到
了，妈妈要带我去青岛比如世
界，早晨7点，我和好朋友陈辰
约好一起上了大客车。在车上
约2个小时到达青岛。我和陈辰
下车，跑进比如世界。

我们首先体验当空姐，空
姐是为飞机上的乘客服务的，
我们进去换上了空姐服装，一
位阿姨让我们提着拉杆箱，手
按着衣服淑女地走进了飞机
舱，阿姨让家长们坐在位子上
当乘客，我们问乘客：“请问您
喝水吗？”乘客说：“喝”。我们
拿来纸杯，说：“您的水来了”，
乘客喝完后我们又问：“可以
把您的水杯收起来吗？”乘客
说：“可以”，真是太有意思了。

乘客们下飞机了。我们拉着拉
杆箱回了候机室，换回了自己
的服装。

我们又去体验当警察，先
换上警服，阿姨说：“现在开始
你们可以叫我田队长”。田队
长说：“饭店里有一个白箱子，
你们去搜查”。我们坐着小警
车来到了饭店，果然有一个白
箱子，我们把它放到屋里，打
开一看，原来是“定时炸弹”！
田队长说，“还有4 0分钟就爆
炸了，我们赶快向市长报告”。
好惊险呀！多亏我们及时排除
了。

我觉得最刺激的是体验
特种部队。我们进屋换上迷彩
服，走进一个又黑又恐怖的门

里，阿姨指着前方说：“一起
上”，我们抓着绳梯，一个一个
爬上高架，有一个大姐姐不敢
上，只好从旁边楼梯上上来
了，我们接着又从三层面包形
状的滑梯上滑下来，阿姨问

“谁不想打枪？”我想试一下打
枪，可是另外三位女生都不愿
打，就直接跟着阿姨出去了。
另 一 位 阿 姨 对 我 们 说 :“ 开
始！”，我立即投入激烈的战
斗，几位男生从大滑梯上滑下
来，我打完枪他们一个接一个
打，非常兴奋，直到陈辰她们
回来了，我兴奋的心情才慢慢
平静下来，体验完了，我们又
换上了自己的衣服。

今天真快乐，真过瘾呀！

体验比如世界
金海岸小学二年级三班 杜贤书 指导老师 张景一

北京路中学教职工
举行庆元旦文艺晚会

本报1月5日讯 近日，北
京路中学教职工“2014年庆元
旦文艺晚会”在学校报告厅华
丽上演。晚会在全校音体美老
师的拜年歌串烧中热烈开场。

激情的演唱，火热的舞
蹈，老师们的节目争芳斗艳。
初二级部的京剧联唱引得全
场叫好连连，初三级部的广场
舞让台下掌声雷动，音体美教
师活力四射的健美操掀起了
晚会的高潮，最有趣的是初一
级部班主任的新闻视频段子，
幽默诙谐，令人捧腹。教师子

女的各项才艺展示，也获得了
一片喝彩。晚会在初一级部温
馨大合唱《相亲相爱一家人》
中完美落幕。

此次晚会在全校教职工的
共同努力下取得圆满成功，充
分体现了学校教师青春激扬、
奋发拼搏、憧憬未来的精神风
貌。历年来，北京路中学重视学
校文化建设，将每一年的元旦
晚会作为凝聚人心，鼓舞士气
的重要方式，全面促进了学校
和谐、团结、健康发展。

（本记）

本报1月5日讯(通讯员
陈庆国 陈晓菲 记者 王
在辉) 近日，曲阜师范大学美
术学院第十二届学生作品展
在曲阜师范大学日照校区美
术馆举行。展览期间，前来参
观的师生人数达4000多人次。

据介绍，曲阜师范大学美
术学院学生年展已走过了十

二载，本次展览包含油画、国
画、设计、摄影四大主题部分，
面向全院本、硕学生征集作品
430余幅，学生全员参与、作品
质量高、专业门类全。本次年
展不仅是一场视觉的盛宴、更
是一次神与物游、心随情走的
交流，为热爱艺术的同学们提
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

曲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举办第十二届学生作品展

12月28日裕升·国际花园5#楼
完美交付。一百余户业主在新年到
来之际迎来了他们向往已久的新
房子。

在交房现场，前来办理交付手
续的业主络绎不绝，交房秩序有条
不紊，从验房、收费、文件交接、钥
匙领取实行“一站式”服务，每位业
主脸上都挂着开心的笑容，对未来
的家充满欣喜。

自一期交房以来，国际花园景
观配套逐渐完善，物业服务体统逐

渐升级优化，业主们对新房的交付
标准和体验到的各项服务都分外
满意。

走进小区，火红的新年灯笼挂
满通道，随风摇摆欢迎主人的到
来，小桥流水，假山辉映的花园式
小区，已经成为开发区市民向往、
理想的居住场所，和谐的人文环
境，高品质的物业服务已经赢得了
广大业主的一致好评。

瑞通物业将更加努力，让业主
在国际花园的每一天都倍感幸福。

新新年年迎迎新新房房
怡学佳苑小区位于日照

北路与文萃路交汇处，是日
照老城区的繁华商业中心地
带，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学区
房。第一，与百年名校日照一
中仅一路之隔，日照一中是
山东省重点中学，是一所百
年名校。第二，小区是城关三
小、实验小学、日照四中的学
区房，第三，周边还有社区内
的幼儿园，红星实验幼儿园
幼儿园、华侨幼儿园幼儿园、

实验中学、城北中学、日照师
范学校、日照一中等学校。可
以给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平
台。

小区周边交通非常方
便，项目周边两纵两横四条
主干道，有贯穿日照南北的
主干道—204国道和日照路，
还有直通海边和大学城的学
苑路，直奔海曲公园的沿河
路，从这几条路出发到日照
任何一个地方都是畅通无阻

的。门前有9路、2路、24路、16

路、303路、19路等公交车线，
每天都有通往全国各地的客
运车，为您的出行提供便捷
从容的平台。

怡学佳苑一期开盘现场
清盘后，2014年元旦怡学佳苑
二期开盘又一次实现了清盘
目标，现场非常火爆。三期即
将启动，敬请期待！

(日照智博营销 )

怡怡学学佳佳苑苑二二期期开开盘盘实实现现了了清清盘盘目目标标

本报1月5日讯 (通讯员
夏建华 ) 五莲县实验小

学近日举行了以“与黎明共
舞，诵经典美文，享诗意金
秋”为主题的晨诵课成果展
示活动。

蓝天、暖阳之下，全体
师生列队迎着略带凉意的
微风，用深挚的情感和朗朗
诵读声诠释、展示着经典诗
文的丰富内涵与独特魅力，
在校园中营造出诗情画意
般的浓厚氛围。

学校一向高度重视经典

诵读活动，根据学生身心发
展特点在各年级选择了不同
诵读内容，集趣味性、教育
性、知识性于一体，确保难
度、深度适中，并引导学生采
取独吟、集体同诵、师生共读
等多种形式进行诵读，充分
激发起了他们的诵读兴趣。
本次活动以晨诵为平台，用
经典诗文润泽和丰富学生的
心灵，给全体学生提供一个
展示才艺和学习交流的舞
台，进一步提高了朗诵水平，
丰实了文化底蕴。

五莲县实验小学

举行晨诵展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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