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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游昆昆嵛嵛山山
莱阳市实验小学 三年级三班 黄子洵 指导教师 王淑君

今天我很高兴，因为我们
乒乓球俱乐部组织学员一起去
昆嵛山游玩。

一大早，妈妈就把我从睡
梦中叫醒。我揉揉惺忪的睡眼，
打了几个哈欠，洗刷完，吃了早
饭，我们一家匆匆忙忙地赶到
集合地点。

在路上，汽车飞快地行驶
着，我发现路两边的树快速地
向后退，远处的山有高有低，有
远有近，连绵不断，这让我想起
来一句诗“山外青山楼外楼”。
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我们终
于来到了昆嵛山的脚下。

下了车，导游首先给我们
讲了今天旅游的路线，接着我
们小学员们站成两队向山上进
发。走在山间的小路上，两边的
树木遮住了阳光，但总是有一
些调皮的阳光从树叶缝隙中钻
进来，洒在人们身上，亮闪闪
的，可爱极了。

来到王母娘娘的洗脚盆，
我迫不及待地跑下去。导游提
醒大家说：“你们要慢慢走，注
意脚下，别看池水清澈透底，看
起来浅，可实际上深得很呢！”
这不，导游刚说完，我就在水里
摔了一跤，一会儿的工夫，又有

两个小朋友掉水里了，全都成
了落汤鸡。导游只好让我们集
合队伍，继续往前走。

不多时，我们来到了仙女
池。仙女池很大，水有深有浅，
也很凉。导游说：“女孩在仙女
池里游泳，长大会变得像仙女
一样漂亮；男孩在仙女池游泳，
以后能娶一个像仙女一样漂亮
的妻子。”大家被仙女池深深地
吸引住了，都止住了前行的脚
步，纷纷换上泳衣下水游玩。我
和史家莹在水里尽情地打闹，
一会儿套着游泳圈游；一会儿
又把游泳圈扔掉，练习起蛙泳
泳姿；一会儿我们又坐在游泳
圈上，用手划向前方，玩得不亦
乐乎！

玩够了，我们也觉得饿了。
拿出随身携带的午餐，我们狼
吞虎咽地吃完，继续向山上爬。
我边走边想：夏天真是个狂躁

的季节，就连树上的知了，都在
不停地叫着：“知了，知了”仿佛
在说，“热死了！热死了！”

走了一会儿，我们走到一
个洞前。这个洞叫帷幄洞，里面
黑乎乎、阴森森的，伸手不见五
指，令人毛骨悚然。

再往上走，有一个不知
名的池子，池水是从山上流
下来的，水从高处倾泻而下，
甚是壮观。我们本想到山上
去看个究竟，可一条红丝带
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池里的
水像一面镜子，映着整个人
的影子清晰可见，在池子里
我们跟教练打起了水仗，你
来我往，不分胜负。

昆嵛山最大的特点就是池
子多，池水凉凉的，清澈见底。
昆嵛山上还有翡翠池、玉屏池、
无染寺等景观，是个避暑纳凉
的好去处。

灭蚊记
莱阳市府前中学 孙晨笑

指导教师 张少格

“啪！啪！杀死一只！又杀死一
只！”瞧我家又开始了灭蚊大战。

唉，这年头，可真不好过。蚊
子、苍蝇统统猖狂起来。在我们家，
每个人虽然都“严加防范”，可还是
被可恶的蚊子当成了战利品。它们
肆无忌惮地盘旋在我们身边，头
顶，时不时给我们留下点印记。害
得我们吃不香，睡不好。受尽折磨
的我们开始反击，“灭蚊大战”拉开
序幕。

爸爸的武器是电蚊拍，妈妈的
武器是杀虫剂，我的武器是独一无
二的——— 手！

我们的敌人无处不在。
“快，快厨房！”
“老妈，赶紧卫生间里有！”
“轻点，客厅天花板上有一

个。”
我和妈妈瞪大眼睛寻找。而老

爸干脆“呼啦呼啦”地将电蚊拍乱
舞一通。“啪啪啪”一群蚊子有气无
力地掉到了地上，死了。还有狡猾
的，躲过电网，狂飞乱舞。

妈妈和我也纷纷拿出武器加
入战斗。妈妈的武器虽然有效，可
是自己也深受其害，搞得两败俱
伤。于是，妈妈不得不放弃了杀虫
剂。

相比之下，我的武器可谓是完
美至极。一掌下去，那小蚊子立刻
丧命黄泉，甚至还血肉模糊。哈，前
面有“敌军阵地”！我大喝一声：“蚊
子们，你们的死期到了！”“啪啪啪”
打过去，好些蚊子成了我的手下之
鬼。只是，手掌生疼，墙上掌上蚊子
血肉模糊，不堪入目。这丝毫不影
响我战斗的激情。

伴着“啪啪啪”的声音和一股
股焦味（电蚊拍的功劳）“灭蚊大
战”总算告一段落，我们又能过上
好日子了。

“嗡嗡”我的耳边又响起了那
熟悉的声音！看来，“灭蚊大战”又
要开始了。

让座风波
莱阳市城厢中心初级中学 姜音兆

指导教师 杨小荣

我悠闲地坐在公交车上，耳
朵里插着耳机听着音乐，嗑着瓜
子，观赏着窗外怡人的景色，那叫
一个享受啊！

车缓缓地停到了站牌旁，跟
车人说：“中心医院到了，有没有
下车的？”只见窗外一个看起来七
十多岁，瘦瘦的，头发花白的，满
脸都是皱纹的老大爷歪歪扭扭地
上了车，公交车启动了，老大爷猛
地一晃，身子随着车的行驶左右
摇摆。眼睛时不时地扫扫车内，似
乎奢望哪里有空位。我就纳闷了：
不是明明有老年人专用座嘛，为
什么那些占着老年座的年轻小伙
不让座呢。一阵唧哩哗啦的吵闹
声打断了我的思绪：

“我才不让呢，要让你让吧！”
这是一个尖锐的女高音。

“没心情让！”没好气的男中
音。

“站着多累啊，我不让！”有些
委屈的童音。

我听不下去了，起身把座位
让给了老大爷，老大爷激动地对
我说：“你真是个好孩子啊。”

“没什么，这是我应该做的。”
这时，车里的人的目光都落

在了我的身上，好像在说：“好样
的，小姑娘。”

就在那一刻，我感到天更蓝
了，音乐也更好听了。

我这才明白什么是“赠人玫
瑰，手有余香”。

品品蛋蛋挞挞
莱阳市儒林小学 王瀚 指导教师 耿秀英

哈！哈！今天终于吃到了
我盼望已久的蛋挞了。我捧起
一个蛋挞顿时一阵又香又甜
的气味随着我的呼吸进入体
内，我真想马上吃一口。

蛋挞的形状像小盘子，中
间堆着金灿灿的蛋黄色，放到
我的嘴边，轻轻地咬上一口。
哇，蛋挞真是外脆里软。蛋挞
在我的嘴里停留片刻，便像一
叶扁舟顺着喉咙驶入我的肚
子里。

咦！蛋挞是什么味道？再
吃一口吧。这次我又咬了一口
蛋挞，含在嘴里慢慢地咀嚼，
甜甜的，滑滑的，真不忍咽下

去，可是这美味的诱惑力太大
了，一不留心竟然咽下去了。
但嘴里依然留有余香，真是令
人回味无穷呀！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转眼
间五年的小学生活就要过去
了，我们即将离开生活了五年
的母校。在即将离别母校的时
刻，我们的心情格外激动，每个
人的心中充满了留恋之情，回
首往事，五年的小学生活历历
在目。母校的一草一木，一砖一
瓦，是那样熟悉，那样亲切。

忘不了，敬爱的老师！忘不
了您那谆谆的教诲；忘不了您
慈祥的目光……从枯燥的拼音
字母到朗朗上口的课文，您为
我们操了多少心，流了多少汗。
您是勤恳的园丁，您是默默无
闻的春蚕，您是英雄身后的英
雄……参天大树忘不了树的根
须，滔滔江水忘不了源头，我们

又怎能忘记自己的老师呢？
忘不了，亲爱的同学！忘不

了，我们朝夕相处的那些时光，
忘不了我们结下的深情厚谊。
五年中我们曾经在知识的海洋
中奋力拼搏，曾一起读过这段
美好的岁月。五年了，转眼就要
分开，心中怎么能平静呢？

忘不了，美丽的校园！你像
一位温和的母亲，用甜美的乳汁
哺育着我们，使我们茁壮成长。
在这里，我们受到了严格的教
育；在这里，我们养成了奋发努
力、团结友爱、讲究文明、遵守纪
律的好学风。我们在你温暖的怀
抱中获得了知识的琼浆、智慧的
力量、做人的道理……

虽然我们就要离开母校，

永远不会忘记您——— 我敬爱的
老师。

对母校的回忆是温馨而美
好的，对母校的感激是真挚而无

尽的。让我们再次感谢老师们的
辛勤培育！再见了，陪我玩耍的
伙伴们！再见了，哺育我成长的
母校，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小小雨雨丝丝丝丝带带乡乡愁愁
莱阳市城厢中心初级中学 孙雅莉 指导教师 宋佩霖

蓦然，抬头看见天空已
是铅灰色，白云像是脏了的
小孩，刹那间，哭了。雨，就这
样笼罩着小城。一开始，它细
细的像蚕丝，温柔地洗漱着
大地，滋润着土壤。万物就像
被这小雨丝融化了一样，沉
寂着，享受着。我眼前突然出
现了一座村庄，那正是我的
家乡，它像一幅画，嵌在我的
心里。

“哗啦……哗啦……哗
啦”雨下得猛了。它打破了人
们的沉思，无理地玩弄着叶

子们，又偷摘了花瓣，冲毁了
蚂蚁的家，门前的水汇集成
小河，正在欢快地奔跑，这天
降的大水，使得人们都出不
了门，只能在心里抱怨：“什
么及时雨啊，来得太不是时
候了！”我便忧愁，又不能回
乡了吧，家里的路又被水冲
坏了吧，奶奶不知是不是又
冒雨赶集了！又要踩着泥泞
的山路，冒着摔倒的危险，去
摘蔬菜了吧！

等到天晴，一定要回家
一趟！

再再见见了了，，亲亲爱爱的的母母校校
莱阳市方舟教育培训学校 姜宇君 指导教师 姜雅歌

一粒小小的花种，不小
心落进了石头缝中，它非常
的沮丧，因为它觉得自己长
不成美丽的花朵了，它失望
地望向四周，却发现身旁有
一株长得很粗壮的青草，它
诧异地问：“青草哥哥，你为
什么可以从石头缝中存活
下来？”青草说：“因为我知
道，在这样的环境中，只有
坚强地把根深深扎入土里，
才会汲取更多的养分，才能
早日看到阳光。”花种深受
启发，它开始扎根，生长。

柔柔的雨水落下来了，
滋润着花种，花种有了雨的
帮助，努力地冲破外壳禁锢

伸出了细细的嫩芽，它努力
着，努力地扎根，努力地向
上生长，累了，也想放弃，可
是一想起青草哥哥的话，它
又坚持了下来。几十天过去
了，它终于从石缝中探出了
脑袋，它第一次看到了外面
的世界。阳光真好啊，风儿
轻轻吹来，柔柔的。在阳光
下，它绽放了笑脸——— 一朵
鲜艳的小花，在风中摇摆，
嫩黄的花蕊颤动着，诉说着
成功的喜悦。

一只蜜蜂落在花蕊上，它
听见了花儿轻喃：只要坚强，
只要努力，就可以开出最美丽
的花朵。

石石缝缝中中开开出出的的花花朵朵
莱阳市方舟教育培训学校 杨涛 指导教师 姜雅歌

早上，我挑肥拣瘦地吃完
了早饭。满脸不高兴地跟着姐
姐和妈妈去田里给玉米施肥。

到了田里，妈妈挖坑，姐
姐施肥，我把坑填平。

一开始，我还跟得上，慢
慢地，由于我穿的凉鞋沾满了
泥巴，好沉啊！眼看着姐姐妈
妈离我越来越远。我的脸，胳
膊，被汗水一浸，又被玉米叶
割着，火辣辣的，又红又疼。我
终于忍不住哭出了声音来。姐
姐急忙放下肥料，跑了过来，
换我去施肥，我刚拿起袋子就
被一股刺鼻的味道冲得头昏
眼花，更有不小心溅到伤口上
的肥料会让我疼得受不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中午，炙热的太阳烤着大地，
玉米地里的我，又累又饿，又

热又疼，几乎要崩溃，可看看
妈妈姐姐，她们平时不就这么
辛勤地劳动才换来了我幸福
无忧的生活吗？而自己呢，平
时好吃懒做，丝毫不体会父母
的苦心，想到这，我羞愧极了。

终于干完活了，回到家我
没有像以前那样不换鞋就跑去
我的房间开电脑，而是先换了
鞋，然后拿了几个梨放水里洗
干净，放到盘子里，给妈妈一个
最大的梨，再拿一个中等大的
给姐姐，我拿了一个最小的。

吃饭时，我不仅一点儿粮
食都没有浪费，还把整整一碗
饭吃光了。平时，我可是连半碗
饭都吃不了。姐姐打趣地说：

“妈妈，今天不光给玉米施了
肥，也给你的儿子施了肥。”我
听了之后，高兴得差点呛着。

受受教教育育的的一一天天
莱阳市城厢中心初级中学 张孟君 指导教师 王晓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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