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趁着暑假，妈妈带我去参
观了青岛世界园艺博览会，今
年的世园会主会场位于青岛李
沧百果山风景区，那里有大自
然赋予的美妙风光，非常贴近
这次世园会的主题“让生活走
进自然”。

来到世园会，首先映入眼
帘的是各种各样的花：玫瑰花、
郁金香、太阳花……红彤彤、金
灿灿五颜六色，好像彩虹。沿着
鲜花大道，我们坐着电瓶车来
到了山顶上的主题馆，主题馆
的外形是青岛市花月季花的四
个花瓣，4D墙颜色渐变，看起
来像缓缓流动的沙丘，主题馆
分四个场馆，一号馆主要介绍
的是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二
号馆是海洋世界；三号馆是各

种鲜花，以及用各种鲜花摆出
的各种艺术造型，美不胜收。四
号馆是未来现代化的家庭，各
种高科技的运用告诉了我们未
来世界就是科技的时代。主题
馆集历史发展、科学技术、艺术
审美于一体。行走其中让人感
觉如梦如幻。最让我惊奇的还
是植物园里的那些热带、亚热
带、温带的植物，有珍贵的紫
檀，有好几年才长厚3厘米的千
年荔枝树，还有世界最高大的
竹子——— 巨龙竹，以及各种散
发着香气的用珍奇植物做成的
艺术品，可以说应有尽有，我仿
佛置身于植物的世界里，好一
片旖旎的异域风光。

沿着鲜花大道往下走，依次
还有草纲园、睡莲馆、观景台、中

华园、国际园、蝴蝶谷等，由于时
间的关系，我们重点参观了有地
方代表性的中华园和国际园，所
到之处，花似海，美如画，建筑别
致，布局合理，在这“万国园”中
你可以领略到异地的风土人情，
还能欣赏到世界各国的风格建
筑，真是“足不出国，游遍全球”，
让人流连忘返。

红瓦绿树、碧海蓝天是青
岛独特的风貌，但游客在世园
会里还会看到另一番独特的风

景，那便是园区内鲜活的绿顶
建筑。天水服务中心和地池服
务中心等建筑物，均在屋顶上
种植了绿草，远远望去，就像一
片草地，赋予了世园会勃勃的
生机。

现在我们都倡导绿色家
园、绿色生活。世园会带给我们
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享受，它
更寓意我们要爱护自然，保护
环境，共建青山绿水，碧海蓝
天。

阅读丰富生活
莱山区实验小学

三年二班 张心怡

指导教师 刘克霞

书，是让人快乐的元素；书，
是让人陶醉的美酒；书，可以帮助
我们走向成功。书就像我们的朋
友，时刻陪伴在我们身旁。

书就像一只漂流不定的小
船，带我学到了很多知识，也让我
们采摘到了快乐的果实，这只小
船带我去了美国，我看到了自由
女神那美丽的姿态。这只小船又
带我去了巴黎，我看到了比萨斜
塔的斜度。小船又带我看了蒙娜
丽莎的神秘的微笑，谁也猜不透
她是为高兴而微笑，还是为不高
兴而微笑。

在书中我学到了很多知识，
书也是一个实验室，因为书可以
带我们研究海洋里的生物，也可
以带我走进五彩绚丽的世界。高
尔基先生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
阶梯。”周恩来总理说：“为中华之
崛起而读书。”我想名人都是借用
读书来成功的，那么，我想我为什
么不借用名人成功的方法让自己
成功呢！所以我一定要多读书，读
好书，好读书。用书的智慧和我的
智慧结合到一起，我想这就已经
铺成了走向成功的路，我一定要
多多看书让自己的智慧和知识更
加丰富，更加高深。
书是生命的源泉，是生命中的

一部分，让书永远陪伴在我身边和
我一起长大，一起快乐，一起成功。

我希望读书可以丰富我的课
外阅读的能力，让我的课外阅读
能力更好。

暑暑假假玩玩脚脚踏踏船船
莱山区实验小学 四年级一班 朱奕霖 指导教师 王春燕

暑假里，我玩得最开心
的一次就是在南山公园乘
坐脚踏船。

我和爸爸妈妈到南山
公园玩，进了公园大门，我
们沿着路往里走，进门不远
处左手边有个湖，湖里停着
好多船，有脚踏船和一种叫

“咖啡杯”的小船，湖里有好
多人在划船。我对妈妈说：

“妈妈，咱们玩脚踏船吧。”
妈妈说：“好啊。”于是老爸
就买票去了。

买好票，我们进入候船
区，穿上救生衣，就在工作
人员帮助下上了船。脚踏船
的前面有一个大转轮，上面
有一个遮阳篷，后面的尾翼

上有一个红色的“导弹。”船
上有三个座位，两边的是蹬
船的，中间的打方向。我是
小孩，只能坐中间，当一回
船长。

我们在湖上行进了一
段时间，突然，左边来了一
艘船快要与我们的船撞上
了，我赶紧让爸爸妈妈向后
退，才避免了一场“撞船事
故”发生。妈妈说：“不错嘛，
船长，眼挺尖的。”我得意地
回答：“小意思啦。”说完，我
们三个人都笑了起来。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湖
周围的环境，湖水很深，也
比较清澈，湖心有一座桥，
桥旁有一座花坛，花坛里有

一些花草，还有几棵柳树，
其中有一棵树不知什么原
因倒了，满树的柳枝都浮在
水面上，我想“怎么没有人
把它扶起来呢？”

时光飞逝，转眼半个
小时到了，我们依依不舍
地下了船，高高兴兴地到
别的地方继续游玩。一路
上，我还喋喋不休地说着
玩脚踏船时发生的有趣的
事情。

今天我太开心了。

明明理理上上进进天天地地宽宽
莱山区实验小学四年级一班 缪秉辰 指导教师 王春燕

明理上进天地宽。不管
做什么，都要先懂得道理；如
果你不懂得道理就随便做事
的话，就会一事无成。这是我
观看《开学第一课》以后的又
一感想。

“长者立，幼勿坐；长者
坐，命乃坐。”这四句话讲的
是礼仪；吃饭时长辈先坐下，
长辈先动筷子；这些都是礼
仪。但是，要真正懂得礼仪，
必须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
道理明白了，你才会乐于尊
重别人，礼仪也自然就遵守
了。世界上所有的事，都是如
此。我们现在的孩子，大多是
独生子女，父母娇惯，爷爷奶
奶溺爱，有时候，我们自己都

觉得自己理所当然是家里的
小皇帝、小公主。观看了《开
学第一课》，我感受颇深。

自强不息，是大家都很
常见的一个词，这个词可以
表示出一种坚强的意思，很
多人想自己坚强就喊出这
四个字；就因为这样，他们
获取了无穷的力量。我也希
望是这样，每当我看到爷爷
给我在课桌桌套上亲手绣
的那八个字：“认真、勤奋、
自律、自强”的时候，也就想
起这是他老人家对我提出
的做人处世要求，也就更坚
定认真勤奋的学习，严格要
求自己，持之以恒求上进的
决心。是的，我的人生道路

刚刚开始，在今后的学习和
生活中，我要以爷爷这八个
字为人生目标，严格要求自
己，发扬成绩，克服缺点，苦
读自勉，持之以恒，自强不
息求上进！

懂得道理，才能明白如
何做人处世；认真勤奋持之
以恒，才能自强不息，奋进
不止；这是我们在生活和学
习中必须知道的，也是非常
重要的。世界上，每一种本
领都需要我们去不断地学
习，不断地提高充实自己，
并且去灵活运用，更好地服
务于社会和人民，这样才能
使我们的天地更加宽广，人
生更加精彩。

游游布布达达拉拉宫宫
星海艺校 五年级二班 韩岳桐 指导教师 史崇敏

暑假已经到来，爸爸妈
妈带我去了西藏游玩。在我
眼里，那是一个神秘的地方。

来到圣城拉萨，最需要
去的自然就是布达拉宫，那
是西 藏 达 赖 喇 嘛 居 住 的 地

方 ，被 人 称 为
红 宫 ，

是一座神秘的宫殿。
站在布达拉宫脚下，望

着红白两种颜色交错着的房
子，宏伟壮观。布达拉宫是公
元七世纪松赞干布建给文成
公主的宫殿，公元十七世纪
五世达 赖 喇 嘛 重 建 布 达 拉
宫，使这座神奇的宫殿焕发
出新的光芒。在西藏，住的楼
层越高，表示地位就越高，布

达拉宫共有十三层，是西
藏最高的建筑。上面

红色的房子是达
赖 喇 嘛 居 住 的
地 方 ，也 就是
卧 室 ，下 面
白色的房间

是达赖喇嘛接受朝拜、办公
的地方。布达拉宫有一世到
十三世达赖喇嘛真身法体的
灵塔殿，唯独没有六世的，因
为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圆
寂时没有把真身法体留在布
达拉宫。传说活佛在圆寂之
前会留下一些线索，这些线
索指明了他的灵魂将去往哪
里，在活佛圆寂的第二年，那
里会出现异兆，并出生一个
男孩。

踏 入 布 达 拉 宫 的 那 一
刻，时间仿佛回到了一千多
年前。爬上一节又一节的楼
梯，看到了一尊又一尊的用
各种宝石刻成的佛像。如果

注意看，每尊佛像都有着凶
煞的面目，叫做凶像，是为了
保平安的。一盏盏用酥油点
亮的灯，照亮了前方祈求平
安的道路。只要跨过门槛，等
级就会升高，因为古代只有
四品以上的官员才可以进出
这里。布达拉宫里金碧辉煌，
都是喇嘛中的能工巧匠一点
一滴刻画出来的，每一尊佛
像都价值连城。

参观完出来，回头望着
坐落在山顶的布达拉宫，心
里仍感到深深的震撼，布达
拉宫——— 这座神圣的宫殿。
西藏，我期待你给我的下一
个惊喜！

昆虫小家庭
莱山区实验小学

四年级一班 晁依航

指导教师 王春燕

我们家楼下有一片绿油油的
草坪，草丛中有各种各样的小昆
虫，比如蚂蚱、蚱蜢、蝈蝈、蟋蟀、蜘
蛛，也有的我们叫不上名字，还常
有恐怖的马蜂飞来飞去——— 我最
害怕马蜂了！

我们从草丛中陆续找到几只
蚂蚱、蝈蝈和蚱蜢，带回家，放到家
里的一盆绿植上，想养着它们。其
中有两只蚂蚱，我们依次分别叫它

“蚂上”、“蚂下”；三只蝈蝈，按找到
的次序分别起名“蝈盖”，“二蝈头”
和“平底蝈”；还有一只大蚱蜢，我
们叫它“老憨”。开始时它们总是和
我们对着干，经常玩失踪，害我们
满屋找！不过慢慢的，它们习惯了
这里的生活，不再东奔西跑，偶尔
一时看不到，也只是藏在某一片叶
子下边悠闲睡觉。

蚂蚱长着宽宽的头部和红色
的丝状触须，褐色的小眼睛，给人
很萌的感觉；蚱蜢长着尖尖的头部
和褐色的片状触须，黄色的眼睛左
右分布在尖头的最顶部；蝈蝈头部
形状与蚂蚱和蚱蜢的都不同，不过
更像蚂蚱的头部，触须也是丝状但
更长一些，眼睛很小，是米白色的，
可爱极了！

每天早上和傍晚，我会从楼下
带来鲜嫩的草叶，并且喷上细细的
水珠，放到绿植中央。它们表现有
的很大胆，会很快冲过来吃，一副
饥肠辘辘的样子！有的就很胆小，
要稍等一会儿才慢慢爬过来，细嚼
慢咽。大约三四天后，在一个晚上
我忽然听到轻轻的蝈蝈叫声，我太
高兴了！这说明它们已经喜欢上了
这里，把这里当成了它们的家！

它们组成了一个小小的昆虫
家庭，为我们带来了许多欢乐，我
非常喜欢它们！

参观雷锋纪念馆
莱山中心小学

二年级三班 隋乐康

指导教师 曲雪莲

雷锋，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
今天，我参观了雷锋纪念馆，走到
了雷锋叔叔身边，更清楚地了解了
他。

雷锋，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
队工程兵某部汽车运输连四班班
长，1940年12月18日生，1962年8月
15日走完了短暂的一生，1963年毛
主席为雷锋同志题词，号召全国人
民向雷锋同志学习。

出身贫寒的雷锋虽然是千万
子弟兵中的一员，但却拥有着伟大
的精神。被他无私帮助过的人不胜
其数。而他还把每个月微薄的津贴
拿出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可
以说，雷锋走一路，好事就做了一
路。

在纪念馆中，详细地观看了雷
锋各个时期的介绍，除了以上这一
部分文字外，我还看到了雷锋的日
记，雷锋的用品，其中包括我们熟
知的补了又补还不舍得扔掉的袜
子和衣服。一下子把我拉回到了那
一段艰苦朴素的日子中去。同时又
在反思，当今社会，依然需要雷锋
精神。

从纪念馆中出来的时候，顿时
觉得被净化了，雷锋平凡而伟大的
人生、永恒的精神净化了我们的心
灵。

参参观观青青岛岛世世园园会会
牟平区文化中心小学 二年级三班 常佳宜 指导教师 郝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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