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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里妈妈带我来到了人间
仙境——— 九寨沟。

九寨沟风景如画，有茂密的
原始森林，清澈见底的湖水和雄
伟壮观的瀑布。九寨沟的水远近
闻名，共有114个海子和17个瀑布
群。

海子其实就是湖泊，相传当
地人的祖先非常向往大海，所以
他们把湖泊称为海子，意思是大
海的儿子。九寨沟比较有特色的
海子有：芦苇海、五花海、熊猫海。
芦苇海中芦苇丛生，一股股清流
从芦苇中蜿蜒流过；五花海水色
斑斓，有“九寨沟一绝”的美誉；熊
猫海海水清澈，据说九寨沟的大
熊猫最喜欢来这里喝水、觅食。

瀑布是九寨沟的另一大奇
观，大大小小的瀑布把海子连接
在一起，蔚为壮观。熊猫海瀑布是
九寨沟落差最大的一个瀑布，高
达80米，一条条瀑布像银龙一样
从天而降，我不禁想起了李白《望
庐山瀑布》中的诗句：“飞流直下
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九寨沟如诗如画，让我大开
眼界，真是难忘的一次旅行啊！

今天是中秋节，吃过早饭，我
们一家驱车去奶奶家。

路过“蓝白”店时，妈妈对爸爸
说：“停一下，我去买盒月饼。”我惊
奇地问：“不是带月饼了吗，为什么
还要买？”妈妈笑着说：“买份老式
的，你爷爷奶奶最爱吃。”说完，就
下了车。

过了一会儿，妈妈拿着两盒月
饼上了车。我诧异地问：“妈妈，爷
爷奶奶爱吃，为什么不多买呢？”妈
妈说：“老年人不好多吃月饼，何况
你爷爷奶奶还有高血糖，更不能多
吃。”

到了奶奶家，一进门，我就嚷
着：“奶奶，给您的月饼，老式的！”
奶奶笑着迎过来，一边接月饼，一
边说：“我大孙子真孝顺。”“是我妈
妈。”我说，奶奶一边看着妈妈，高
兴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

晚上，我们坐在阳台上，一边
吃月饼，一边赏月。奶奶拿起一块
老式月饼，放在嘴里，慢慢吃着，
说：“还是老味道好吃。”我看着月
亮，突然诗兴大发，我说：“我做首
诗吧。”爸爸说：“好啊！”我摇头晃
脑地说：“月亮圆圆照阳台，一家老
少乐开怀。”爷爷马上接了两句：

“月饼不能管够吃，小心血糖蹿上
来。”在座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我抬头望明月，明月静静地注
视着我们快乐的一家，好像在说：

“还是人间欢乐多。”

文文明明，，从从我我做做起起
牟平区文化中心小学四年级四班 杨蕾平 指导教师 曲丽敏

放假了，终于有机会再
次让爸爸妈妈带我到沁水河
边看看了。

这天一大早我们就出发
了，一路上我思绪万千，小的
时候爸爸妈妈经常带我到沁
水河玩，那时的沁水河是一
条优美的小河，河水缓缓地
流淌，鱼儿在水中欢快地嬉
戏，微风吹过，荡起层层微
波，漫步河畔，花草和着泥土
的芬芳，使人精神为之一振。
当我还沉浸在美好回忆中时

就已经到了，刚一下车，我就
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这里
已经不再是一条简简单单的
小河了，这里早已变成了一
座优美的公园，河边的树木
也像我一样长高长壮了，树
四周的小草还是那样的绿，
只不过在青翠的小草间夹杂
着许多白色的东西，我快步
走上前去，发现原来是一些
用过的垃圾袋，它们在绿绿
的草丛中显得那么的扎眼，
那么的格格不入，我没有多

想就顺手捡了起来，不一会
就捡拾了一大包，看到我的
举动，爸爸妈妈还有许多来
游玩的人们都积极参与进
来，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河
边又变得干净了，看着自己
的劳动成果，大家的心里都
美滋滋的。

河流的保护是城市管理
的一个缩影，它与每个人的
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让我们
积极行动起来，保护我们的
母亲河，从自身做起，从现在

做起，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
营造一个更加有序、和谐的
生活环境，让我们的天更蓝、
水更清。

一滴水能折射出阳光，
细微处显露你的品质。你的
一言一行代表着城市的形
象，你的一举一动彰显出城
市的风貌。让我们携起手来，
共建美丽家园。我坚信，有了
你我的共同努力，我们的环
境一定会更加秀美，我们的
明天将更加美丽！

小小鬼鬼当当家家
芝罘区体校五年级一班 孙小茜 指导老师 邱园园

你们有当过家么？我可
当过家。

那天早晨，我还在家赖
床。爸爸像鬼一样突然出现在
我的正上方，“该起床了，今天
是你当家呀。”我一听到这话，
就立马从床上跳了下来。我红
着脸抓耳挠腮：“不好意思，起
来晚了，我马上去买早餐。”我
穿好衣服，洗刷完毕之后拿着
20元钱去买早餐。

可是等到了那，发现小
笼包已经卖完了。我沮丧地
自言自语：“今天没有买到早

餐大家只能饿着肚子。”在回
家的路上我拼命地找有没有
能当早餐的东西。这时一个
卖油条的叔叔像救命之水一
样出现在我的视线里。我买
完了之后就立刻回家了。一
看，大家的肚子都扁了下去。
我忙红着脸分着早餐。

到了中午我来到了超市
买菜。我买了西红柿、鸡蛋和
大葱就回到了家里。我把鸡
蛋打进了碗里搅和了几下，
再把西红柿切成块状，然后
把西红柿下锅。再把葱切了，

也都一块下锅了。过了一会
从厨房传来了阵阵香味。吃
完了中午饭，大家都去睡午
觉去了。

我刚坐了一会，伸了伸
累酸的胳膊。邻居家的小朋
友突然来我家玩，连鞋都忘
了脱就进来玩，我张大了嘴
巴，眼睛瞪得大大的：地又脏
了。到厕所拿起拖把把地板
给擦了一遍。我的腰疼得都
直不起来了。

到了晚上，大家下班回
来了。我一一把鞋给放进了

鞋柜里。我帮爸爸准备了洗
澡水，帮妈妈泡了茶。我就躺
在床上稍微休息了一下，就
开始做晚饭。晚饭做完以后，
我就直接去收今天早上晒的
衣服。做完这些活就累倒在
床上了。过了一会就睡着了。

这一天使我悟出了道
理，其实家长是很辛苦的，不
要以为爸爸妈妈晚上下班回
来后特别勤快，就觉得当家
是个轻松活。其实还是很累
的。所以我们这些“小皇帝”

“小公主”要经常帮帮他们。

欢乐中秋
潇翔小学

四年级四班 衣俊翰

一一堂堂难难忘忘的的科科学学课课
烟台一中南校初二二班 凤浩朋 指导老师 邱园园

说起自己印象最深的一
堂课，让我想起了小学时期
的一堂科学课。那是一个星
期二，老师宣布这节科学课
要去实验室上。我们都十分
兴奋，恨不得马上去看一看
实验室是什么样子。

上课铃一响，我们就迫
不及待地跟着老师走进了实
验室。这是一间宽敞的屋子，
里面摆有好几张桌子，每张
桌子上都有一个水池，旁边
有一根白色的水龙头，水池
的旁边有一个试管架，上面
插着一根试管和一把管刷，
试管架的旁边放着一个放大

镜和两只烧杯。同学们都好
奇地瞪大眼睛看，静悄悄的，
仔细听老师讲解。

那天讲的内容是溶解。
老师让我们把事先准备好的
面粉、油拿出来，并让我们分
别放进干净的杯子里，看看
它们会不会被水溶解。我先
拿来了面粉，把它们倒进了
盛有干净的水的杯子里。只
见水面上漂起了一层面粉，
过了一会就乖乖地沉了下
去。看来，面粉不会被溶解。
我又用右手拿出了油并倒入
了实验桌上的另一杯干净的
水中，只见水面上漂起了一

层油花，看来油也不会被水
溶解。同学们交头接耳地小
声地议论起来，大家的实验
结果都是一样的。

这时老师拿出了一个红
色的玻璃瓶，里面藏着不知
名的东西：“下面大家看一看
这种东西会不会被溶解？”说
完，就在我们每个人的烧杯
中放了一勺紫色的东西。我
们都紧紧地盯着那些紫色的
颗粒，只见它们一跳进水中
便开始冒泡，不一会儿就把
水染成了紫红色，而那些颗
粒也渐渐地消失了。“会溶
解，会溶解……”我们异中同

声地说了出来。什么是“溶
解”这个概念就这样轻而易
举地被我们记住了。

下课铃响了，我们依依
不舍地走出实验室，虽然实
验很简单，但却给我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它开启了我探
索科学知识的又一扇大门，
让我知道了做实验是怎么一
回事。直到现在我升入了初
中，仍对做实验保留着浓厚
的兴趣，每一次我总是全神
贯注、认真探究，直到把每一
个课题弄明白为止，让我更
加清楚的了解这个世界，激
发了我探求真理的兴趣。

一直以来，我都很想仔
细阅读一下《海底两万里》
这本书，在这个暑假，这个
愿望终于实现了。这本书讲
的是作者与他的同伴在海
底漫游两万里的故事。首先
我被儒勒·凡尔纳丰富的想
象力和预言能力震撼了。他
在创作这本书时，人类还不
曾发明潜水艇，可他在小说
中却成功塑造了“鹦鹉螺”
号潜水艇。更令人惊异的
是，在小说发表25年后，当
人们制造出真正的潜艇时，
与小说中的竞十分相似。我
的梦想是做一名合格的、被
大家认可的演奏者。我小的

时候，非常崇拜那些出名的
钢琴家，可能因为这个原
因，我现在特别喜欢弹奏乐
器。我梦想着，有一天我也
能站在舞台上，为大家尽情
地演奏曲子，那时，我该是
多么快乐呀！我相信，只要
我努力学习，执着坚持，一
定会实现这个梦的!

其次，我又被小说中的
探险者们深深地感动着。他
们乘坐的这艘神奇的潜水
艇，在短暂的不到十个月的
时间里，从太平洋出发，进
行了总航程达两万里的活
动。当面对一次又一次的考
验时，他们沉着、冷静，这点

尼摩船长表现得尤为突出。
最终他们凭着坚韧的意志
力和过人的智慧，成功地完
成了海底探险。

怀揣梦想的人不一定
满腹经纶、饱读诗书；但有
梦想，敢追求梦想的人一定
是勇敢的；怀揣梦想的人不
一定品学兼优、美丽动人；
但有梦想的人一定是有才
能的。怀揣梦想的人不一定
是才高八斗、学赋五车；但
有梦想的人一定是乐观的。
梦想面前，没有谁是赢家、
谁是失败者。只要你跌倒了
再爬起来，那你就是那个笑
得最灿烂的人!

读到这里，我不禁有一
种想去探险的冲动。其实每
个人的人生都不会风平浪
静，总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
困难，而有意的磨炼一下自
己的意志，也未必不是一件
好事，不是吗？

梦想是一个纯洁的词
汇，梦想是一个目标，是最美
的花朵。一个人如果没有梦
想，他的世界将失去色彩，慢
慢地堕落、颓废。

让我们一起学习，共同
进步，一起向着自己的梦想
前进吧！

做做一一个个勇勇敢敢的的梦梦想想者者
——— 读《海底两万里》有感
牟平区文化中心小学四年级三班 吕俊颖 指导教师 刘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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