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19小荷2014年6月4日 星期三

编辑：王伟凯 美编/组版：孙雪娇·今日烟台

我的理想
莱山区孙家滩小学

五年级三班 王昱兮

指导教师 陈爱芝

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自己
的理想是什么。一天到晚，只知
道好好学习，将来找个好工作养
活自己，却不知道大家口中的

“好工作”到底是指什么？大家都
说，当个白领，当个富二代，数钱
数到手抽筋，多爽啊，过上小康
生活……Cut，到底什么才叫“小
康生活”？“小康”就是吃好用好
穿好吗？“小康”也包括精神财富
吧，那么每天朝九晚五的忙碌，
真的收获不到快乐了吗？所以

“好工作”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找
找自己梦寐以求的“好工作”，这
也是一种乐趣。咳，话题似乎绕
远了些，那么，我就言归正传了。
我不像其他人的理想那么远大，
我只求当一个小小的编辑，讲述
着人生的道理。

至于我要怎样去实现，自然
是学习要好，文笔要好，阅读也
要好。读书，是我人生的一大乐
趣，我看书的范围很广，我既爱
看阳春白雪的经典名著，也爱看
下里巴人的通俗小说，望着家里
满满当当的书柜，心里顿时升起
一股自豪感。作文选使我的作文
水平提高，励志故事令我支离破
碎的自信心重新鼓舞起来；暖心
小文让我的心儿洒满阳光……
看着大作文本上的红波浪线，犹
如红麦田里微风吹起的高低起
伏的波浪。我之所以选择当编
辑，纯粹是因为我喜欢写作，于
我而言写作真是一种享受，令我
异常痴迷。

理想是人生导航的灯塔，指
引我们这迷失的小船驶向一条
明亮的路，也许这条路不是平坦
的大道，而是崎岖又凹凸不平的
小路，我们仍然可以绽放我们最
璀璨的光芒！

蓝天梦，不是梦
烟台开发区实验小学

二年级七班 李镇甫

指导教师 李秀梅

爸爸从澳大利亚旅游回来，
照了很多照片，照片中的澳大利
亚有着碧蓝碧蓝的天空，天空上
飘着朵朵白云，与蓝天下的大海
相互辉映，海边丛林茂密，鲜花
盛开，如同仙境一般。

而我的生活里，却很少能看
到这么干净美丽的环境，爸爸
说，他们小时候，天也是这么蓝
的，只是后来有了化工污染、乱
砍乱伐、汽车尾气、随意丢垃圾
等等才导致了现在的状况。我听
了很忧伤，我多么希望这一切能
改变呀，我们也能生活在天然氧
吧里，享受清新的空气，远离疾
病。

妈妈说，我们国家正在积极
地改变着这一切，整治污染，植
树造林……空气慢慢就会好起
来，但妈妈也告诫我，要从小事
做起，珍爱身边的小树小草，不
乱丢垃圾，保护身边的环境，并
用自己的行动影响身边的同学，
相信蓝天会离我们越来越近。听
了妈妈的话，我明白了，原来天
蓝不蓝是我们人类说了算，只要
大家有一个好的行为，蓝天一定
会与我们相伴！

蓝天梦，不是梦！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每
天都会发生许许多多的事，
就像天上的星星，在我的脑
海里闪耀着璀璨的光芒。而
与蛇的一次亲密接触让我
久久难以忘怀。

鸟语花香的春天依依
不舍地离去，夏天悄悄地
来 到 了 我 们 的 身 边 。看 ！
乡间小河那微波粼粼的水
面 ；看 ！那 娇 艳 欲 滴 的 花
朵，看得我心里像喝了一
杯 纯 美 的 红 酒 ；看 ！那 高
大挺拔的樱桃树，郁郁葱
葱，树上还挂着一颗颗红

宝 石 般 的 大 樱 桃 ！初 夏 ，
真是好美的季节，好一个
旅游佳时！这不我和妈妈
也 不 肯 放 过 这 美 丽 的 季
节，准备到姥爷的樱桃园
里游玩一番。

刚到樱桃园，我就被
这美不胜收的景色吸引住
了，一会儿跑到那儿品尝
着“红宝石”，一会儿跑到
这边看看。时间过得飞快，
我的体力已不知不觉中耗
尽了，我不得不跑到树下
品尝我的“美味佳肴”———
零食。当我吃得正香时，一

位“不速之客”正被零食慢
慢吸引来，它正陶醉在美
味的气息中。我觉得一股
凉飕飕的气息向我靠近，
转 身 一 看 ，“ 不 速 之
客”——— 一条青绿色的小
蛇吐着艳红的信子，眼睛
大大地睁着，歪着脖子好
奇地看着我，似乎对我的
美 食 垂 涎 三 尺 。我 一 惊 ，

“啊”的一声尖叫，它扭头
就跑，已经忘了美食的诱
惑 ，小 蛇 被 我 这“ 震 耳 欲
聋”的尖叫声吓得魂飞魄
散，瞬间就消失在草丛中，

不见了踪影。而我也被它
吓得惊魂未定。闻声而来
的妈妈问清由来后，摸着
我的头说：“没事吧？”我委
屈的泪珠滑落下来。“小蛇
是不是也被你吓傻了呢？”
这时姥爷的一句话又把我
逗乐了。

每当妈妈提起这件事，
大家都会笑得人仰马翻。其
实，这次和它的亲密接触，
让我和它都有了一份宝贵
的经历，人只有不断磨炼自
己的意志，以后的生活才能
更加美好，更加幸福！

与与蛇蛇的的亲亲密密接接触触
莱山区孙家滩小学 五年级三班 姜骏格 指导教师 陈爱芝

《淘气包马小跳》读后感
莱山区实验小学 二年级三班 赵奕博 指导教师 杨雪洁

假期里，我读了《淘气
包马小跳之贪玩老爸》这本
书，我被书中的内容深深吸
引住了。我最喜欢的两个人
物是马小跳和马天笑，看着
他们的故事，我经常笑得前
仰后合。

在老师和同学们的眼
里，马小跳是一个调皮捣蛋
的孩子，但在我看来，马小
跳有许多优点。

他很善良，富有同情
心。马小跳在学校门口看到
一个人虐待小乌龟，他路见
不平，拔刀相助；马小跳跟
着爸爸去吃全羊，见大黑胖
子要杀小黑羊，他挺身而
出，从屠刀下救出小黑羊。

马小跳有丰富的想象
力。他能绘声绘色地描述鱼
在陆地上生活的样子；他给
老爸剪头发时，把老爸的头
发想象成收割地里的庄稼。
马小跳还很执着，他对女交

警指挥交通的手势很着迷，
于是，每天放学后都去跟着
学，最后学得有模有样。

下面我再来说说马小
跳的爸爸——— 马天笑。马天
笑先生是一位大厂长，也是
一名玩具设计师。他富有创
造力，设计出来的玩具很独
特，很畅销。马天笑先生非
常贪玩，而且能玩出各种花
样。

他经常做出一些让老
师哭笑不得的事情。例如：
他模仿马小跳的笔迹，帮马
小跳做作业；他给马小跳写
批语时，把认真的“真”字里
面写成两条横，“太”写成

“大”，“今”写成“令”等等。
不过，我非常喜欢马天

笑先生，因为他理解马小
跳，能陪马小跳玩，逗马小
跳开心，他还是马小跳的知
心朋友。我也希望有这样一
个爸爸。

参观博物馆
莱山实验小学 三年级三班 刘袁正 指导老师 杨绥东

5月18日，是一个令人
难忘的日子——— 国际博物
馆日。天空万里无云、阳光
明媚，这是我第一次离开爸
爸妈妈，独自参加小记者团
的活动！

清晨，我早早起了床，
来到集合地——— 南山公
园，等待其他小记者一起
出发，不一会儿，人群逐渐
多了起来，领队的老师也
来了，开始点名，时间过得
可真慢呀！终于要出发了，
我的心情又变得激动起来
了。

在讲解员阿姨的带领
下，我们踏入了烟台市博物
馆的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山海古韵”展厅，这里形
形色色的展品令我眼花缭
乱，我恨不得多长几只眼
睛，来欣赏这些展品，这里
有许许多多的珍稀文物和
生物化石，如：罕见的恐龙
蛋化石、长长的象牙、各个
时期的陶瓷、铁器……画面
上有一家幸福的原始人，有

两个人在制造捕鱼工具，准
备下河捕鱼，还有人在制造
打猎用的工具，如石斧、骨
针等。由此可以看出，这个
时期的人们已经开始用打
猎、捕鱼等活动来获取食
物，在养殖家禽方面也小有
成就了。

走着走着，我被一个大
圆盘所吸引，这是用来干什
么的呢？听讲解员阿姨说，
它是用来烧盐的，叫作烧盐
盘。古代人类都会从海水中
提炼出盐来，看着这个锈迹
斑斑的铁盘，我仿佛看到了
古代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
场景，从而体现了劳动人民
无穷的智慧。

我们还参观了酿造葡
萄酒的张裕酒文化博物馆；
历史悠久的北极星钟表博
物馆……

时间过得真快呀！转眼
间所有的博物馆已经参观
完了，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
了，期望下一次的博物馆之
旅！

我的“小希望”
烟台星海学校 四年级一班 鲍盈羽 指导教师 金聆

新学期开学的时候，老
师发给我们每人一些种子，
让我们亲手播种春天。我小
心地捧着我的小种子，屏住
呼吸观察着它们，它们是那
么小，那么轻，生怕一喘气
就把它们吹跑。会是什么
呢？同学们和我一样，兴奋
地猜测着。

回到家，我迫不及待地
找来一个蛋形的小花盆，仔
细地种下了我的宝贝。我把
它们均匀地撒在土里，又轻
轻盖上了一层薄薄的土，生
怕压着它们长不出来，最后
再浇上水，可心里总有着小
小的担心，那么小的种子会
从土里冒出来吗？妈妈说：

“只要每天给它晒太阳，浇
水，肯定会长出来的。”自此
以后，早上把它放在窗台上
浇水，晒太阳，放学回家把
它拿回床头已成为我每天
都要做的事了。看着它，我
心里充满了希望。

突然有一天，我们发现
同学养在教室里的种子发
芽了，好可爱啊。我的种子
会不会也发芽了呢？放学飞
奔回家，我失望了。我的小
苗苗什么时候才能出来呢？
第二天早上，当我把小花盆
端到窗台的时候，突然眼前
一亮，它是什么时候长出来
的呀！比针还细的茎，两片
小叶是“丫”型的，嫩绿嫩绿
的。我兴奋地喊来妈妈给它
照相，并记下了它的生日3

月20日，双鱼座的，我还给
它取了名字———“小希望”。

我更加努力地照顾我
的“小希望”了。慢慢的，其
他种子在“小希望”的带领
下纷纷钻出头来，小花盆里
一片嫩绿。随着它逐渐长
大，我认出了它们是菠菜，
但这并不影响我对它们的
喜爱。现在“小希望”们都变
成深绿色的了，和窗外的大
杨树们一样的颜色，一起享
受着春天。妈妈说这是最幸
福的菠菜，但在我心里，它
们可不是普通的菠菜，它们
是我的小希望。

游览烟台植物园
烟台星海艺校 四年级二班 于翔宇 指导教师 史崇敏

最近我和爸爸妈妈一
起去游览烟台植物园。烟
台植物园，位于莱山区莱
源路中段，占地几百亩。一
进入景区，一座褐色的建
筑映入眼帘，上面写着“烟
台植物园”五个白色的大
字。字的旁边就有一棵新
疆杨，它的简介牌上写着
它的别名叫白杨，原来它
和我刚学完的课文《白杨》
里的树是同一种啊！然后
我们走进了古树园，这里
的树平均年龄都在二百岁
以上。我先看到的树是车
梁木，外形高大，是世界上
比较珍贵的树种之一，根
很深，比较耐干旱。而它旁
边就是一棵黄连木，它的
寿命至少可以有三百年，
喜温暖，畏严寒。它对土壤
的要求不高，难怪说它有
三百岁了。我摸着它的树
皮，好有饱经风霜的感觉。
继续向前走，我看见了一
棵大皂荚，比别的树都要

大好多。这时，爸爸说：“真
是一树之下万树之上！”经
过半月拱门，渐渐的我们
来到了海棠园。这里有：冬
红海棠、多花海棠、西府海
棠、钟诺斯海棠、红丽海
棠……这里海棠树的种类
真多呀！其中红丽海棠和
西府海棠最引人注目。西
府海棠的枝叶像一只爪
子。红丽海棠的叶子是红
色的，随风飘动，火红一
片，非常美丽，所以才叫红
丽海棠。最后，我们到了分
类园里，里边有：紫玉兰、
文冠果、鹅掌楸、五角枫、
白皮松，还有山茱萸，它是
落叶乔木，看到这里，我突
然想到唐代大诗人王维的
诗：遍插茱萸少一人。

临走前，我看见四种颜
色的牵牛花好像在向我道
别。现在的植物园还没有完
全建好，绝大部分植物刚开
花长叶，等秋天再来时，一
定会更加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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