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幸福是什么
开发区第六小学四年级三班 靳程

指导教师 明照花

我常常想，
幸福是什么呢？

同桌忘带橡皮，
我悄悄地把橡皮借给他用，
我的举手之劳为别人解决了困难，
我是多么的幸福！

我种了可口的西瓜，
炎热的夏天西瓜成熟了，
我摘下来与我的家人一起分享，
我的劳动没有白费，
我是多么的幸福！

我和同学在小区里骑车，
他忽然摔倒了，
我逗笑了哇哇痛哭的他，
我做了一件善解人意的事，
我是多么的幸福！

我出去玩弄脏了衣服，
妈妈把我痛骂了一顿。
当妈妈出去买菜的时候，
我偷偷把衣服洗干净，
我学会了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
责任，
我是多么的幸福！

幸福是什么？
幸福是要靠劳动，
靠很好地尽自己的义务，
做出对他人有益的事情！

秋秋游游栖栖霞霞
开发区实验小学五年级一班 董怡萱 指导老师 刘云芝

今天是星期六，天气格外
晴朗！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早
晨，终于迎来了我们班同学一
起去栖霞游玩的日子。我很早
就起了床，游玩所带的物品昨
晚就已经早早地收拾好了。我
和妈妈带上随身所需的物品
后，就迫不及待地着向着美好
的行程出发了！

我们在学校门口集合上
车后，迎着美丽的晨光开始
向栖霞进发。我们在旅游大
巴车上都很兴奋，像一只只
欢快的小鸟叽叽喳喳说个不
停。经过一个半小时的行程，
很快就到了我们今天游玩的

第一站——— 苹果园。同学们
好 多 都 是 第 一 次 来 到 苹 果
园，果农爷爷跟我们仔细讲
解了苹果的生长过程和采摘
苹果的注意事项，我们都听
得非常认真，现场一片静悄
悄。终于开始采摘苹果了，我
们马上开启了兴奋模式，飞
一般地冲向了苹果树。我们
到了苹果林后才发现采摘苹
果可没那么容易，因为苹果
树 并 没 有 我 们 想 象 的 那 么
高，我们大多时候必须弯着
腰才能在里面行走。但是看
着近在眼前的一个个红彤彤
的大苹果挂在枝头，绽开着

笑脸看着我们，我们都忘记
了疲劳，欢快地采摘了起来。
最后我们都采摘到了很多的
苹果，吃着我们亲手采摘的
苹果，感觉特别的味美香甜！

临近中午，我们带着亲
手采摘的美味苹果，坐车来
到我们今天的第二站——— 牟
氏庄园。我们先品尝了牟氏
庄园丰盛的地主宴，然后开
始参观牟氏庄园，牟氏庄园
可真大呀！我们先跟着导游
参观了牟氏庄园的各个主要
建筑，然后又去参观了粮仓、
武器库、虎皮墙等建筑。我最
为喜欢的是那一面虎皮墙，

长长的虎皮墙全部由大大小
小的天然彩石砌成，墙上由
多块彩石组成各种梅花、菊
花、宝莲花等图案，还有一只
好大的长寿龟图案。我们一
起还玩了古代的秋千，钻了
牟氏庄园的地道。

时间过得真快，很快就
到了傍晚，我们只能恋恋不
舍 的 结 束 了 栖 霞 一 天 的 游
玩，开始了返回的路程。虽然
玩了一天大家都感觉有点累
了，但是我们都非常珍惜这
次难得的集体游玩，在返程
的车上欢快的歌声伴随了一
路。

凤凤凰凰山山游游记记
星海艺校五年级二班 马艺轩

国庆节的一天，我和爸爸
去凤凰山游玩。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
子，我们开车很快就到了凤凰
山脚下，抬头望去，凤凰山已
经被勤劳的工人建设得非常
完美了。假日里来游玩的人很
多，多是家庭游，浓浓得，充满
了爱意和天伦之乐。

我和爸爸沿着喷泉旁边
的小道开始上山，右边便是
哗哗的流水和高高在上的雕
刻凤凰，关于凤凰山的名称
还有一个吉祥的传说：在明代
的时候，有个风水先生路过凤
凰山，远望山顶，发现瑞气弥
漫，草木苍翠，便认定此山为
一风水宝地，便来到山上施
法，一块光滑透明的圆石轰然
炸开，飞出两只巨大的金凤
凰，在山顶上空盘旋数圈后
栖落在凤凰山的南坡。于是
人们便修建了一座玉皇庙，

称此山为“玉皇顶”，后来山
顶上又修建了烽火台，用来
抗击倭寇，“烽火”与“凤凰”
音近，加上凤凰的传说，人们
便把此山称为凤凰山。

上山的道路，被巧妙设计
成石砌台阶和木头铺就的平
台及扶栏，四下散开，有的深
入丛林深处，有的探出层层树
林的怀抱，可探幽，可远观，可
沉思，可遐想，灵活而不呆板，
确是费了很多心思。正是建设
者的用心，凤凰山虽然不高，
也不险，但却成为人们游玩的
好去处。

凤凰山的植被保护得很
好，有麻栎林、刺槐、黑松等
高大树木，林下沿坡遍布着
荆条、郁李、花木兰、山合欢、
酸枣等低矮树丛，在建设者
的努力下，现在又建成了月
季走廊、香花栈道、杜鹃谷、
彩 叶 坡 等

特色花坡，各个花坡上间或
种植了龙柏、大叶黄杨、小叶
女贞、栀子花、早园竹等常绿
植物，还有以叶色为美的红
枫、鸡爪槭、黄栌、美人梅等
植物，以及碧桃、榆叶梅、紫
薇、丁香、木槿、蔷薇等开花
类的灌木，现在这个季节，充
分映衬出建设者的汗水和用
心，你看吧，从山脚到山腰，
从山腰到山顶，红的、黄的、
绿的、蓝的、紫的，五颜六色
全都有了，空气中弥漫着淡
淡的清香，视野里全是赏心
悦目，感觉惬意极了。

走着，看着，和爸爸说着
话的工夫，我们就爬上了山
顶，凭栏远眺，远处的养马岛、
昆嵛山清晰可见，近处的莱山
城区、大南山山脉、海天相连
的美景尽收眼底，凤凰山，现
在真正成为了人们休闲消遣
的“风水宝地”。

淘气的冬阳
牟平区文化中心小学

五年级四班 李玲菁

指导教师 闫海燕

冬阳是只小仓鼠。它的毛好白
呀，白的像雪，让人不忍心去触碰
一下，生怕弄脏了它。那背后的一
道灰毛，好像给白雪覆盖了一层银
色的光泽。它的眼睛像两颗黑豆一
样，明亮得很。

冬阳像一个调皮精，总是那么
顽皮贪吃，惹人喜欢。记得一次，我
把食物丢进笼里，它“叽叽”地叫两
声，便猛地扑过去，两脚叉开，像一
个可爱的小孩一样站立着，双手抱
着美味，眼睛一眨一眨的。胡须微
微动着，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吃完
之后，它还用前爪轻轻擦擦那嫩嫩
的小嘴。真爱干净！我一下想到一
个“萌”字！

有一段时间，冬阳可能觉着它
的家太小了，想看一看外面的世
界。它好几次想逃出去，可都没成
功，但它并没放弃“梦想”。终于有
一次，它使劲顶开笼门跑了出来，
它十分开心，仿佛在向人炫耀：“我
的梦想实现了！”

我目睹后，感慨万分：连一只
小小的仓鼠都肯“追梦”，那我们
呢？我们也要为了梦永不放弃呀！

网网绳绳探探险险记记
开发区第六小学五年级一班 王文琳 指导教师 段文星

我盼望已久的周末终于
来啦！满心高兴的我迫不及待
地让妈妈带我去大悦城的游
乐园玩网绳探险。

走出家门，秋风习习，天
空蓝得像一面镜子，落叶也随
着我哼起的小曲翩翩起舞。带
着满心的期待，我开始了我的
冒险经历。

我小心翼翼地走上台
阶，哈哈，还好嘛，没什么可
怕的。可是看见前面的独木
桥——— 摇摇晃晃，歪歪斜斜，
我心里就直打鼓。虽然自以
为胆量很大，但是真的走上
去，我的腿都发抖了，真是胆
战心惊啊！

我颤颤悠悠地走了过
去，叹了一口气说：“啊，好
难啊，吓死我了。”妈妈和教
练一起鼓励我：“下面的这

一关还难，你要加油呀！”我
壮起胆来，一步一挪，就这
样胆战心惊地走到了前面
的大圆桶。看到那圆桶稳稳
地待着呢，我的心也平静了
许多，小心地趴在大桶上抚
慰一下忐忑的心，我慢慢地
爬 了 过 去 ，终 于 又 过 了 一
关。在我眼前的是水果板，
就是四块大木板，上面画了
许多水果，也摇摇晃晃，我
感觉我的全身都在发抖，怎
么办啊，现在打退堂鼓吗？
可是我无路可逃了，只能鼓
起 勇 气 走 过 去 。我 数 了 一
下，我总共经过了50多个关
卡，一圈都走遍了。

三十分钟后我满头大汗
地走下来，两条腿都发软了，
这件事告诉我，做事情一定要
坚持下去，相信自己能行。

我我的的新新班班主主任任
莱山中心小学四年级一班 徐景飒 指导老师 毛莹

我们的新班主任，她是
个既温柔又漂亮的女老师，
我们都亲切地称呼她“毛老
师”。

开学的第一天，我们都
在教室里叽叽喳喳地讨论：
听说我们要换新班主任了。
我也在心里默默地嘀咕：“新
来的班主任是什么样的人
呢？”“是男的还是女的？”“凶
不凶呢？”……就在这时，一
位年轻漂亮的女老师走了进
来，教室里瞬间安静了，我们
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只见她
走上讲台，说：“同学们好，我
是你们的新班主任，我姓毛，
同学们以后叫我毛老师就好
了……”老师的声音特别温
柔，我们一下子就喜欢上她
了。

毛 老 师 不 仅 声 音 温
柔，而且长得特别漂亮。她
身材高挑，不胖不瘦，长着
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一

双大眼睛炯炯有神，眉毛
中间还长着一颗美人痣，
好看极了。

毛老师不仅是我们的班
主任，也是我们的语文老师。
我们可喜欢上语文课了，毛
老师讲课既生动又有趣。有
一次，毛老师给我们讲生字

“亭”。她说：“‘亭’是一个象
形字，你们看，‘亭’字的上半
部分像不像凉亭的顶？下半
部分又像不像支撑亭子的柱
子呢？”听老师说完我们一下
子就明白了，原来学习生字
是这么简单有趣啊！以后我
看见凉亭就一定会想起“亭”
这个字的。这样的语文课是
不是很有趣？

我们的新班主任就是这
样，既温柔漂亮讲课又生动
有趣，我们都很爱她。看到这
里大家是不是都很羡慕呢？
是不是都很想拥有这样一位
班主任呢？

凡是烟台市范围
内的中小学生，只要作文优

秀都可来稿。
通过电子邮箱投稿：将稿

件发送到qlwbjryt@163 .com；
qlwbxh@126 .com。

QQ投稿：245046737。
在投稿时一定要注明“学

校名称、班级、姓 名、详细通

讯地址和联系电话号码”。
所有稿件均要求原创，凡抄

袭、剽窃他人文章者，一经发现，
即列入本报黑名单，其今后所投
稿件一概不予选用；对于抄袭情
节严重者，本报将以书面或电话
形式通知其所在学校。

欢迎各位齐鲁晚报小记者
踊跃投稿！小荷版将优先选用
小记者的作文。

◎欢迎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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