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年春夏之间时，奶奶
家新添了一位新成员———
小狗。它被我取名叫花花，
可它为什么能来到奶奶家
呢？

事情是这样的：花花出
生后，就被狗妈妈抛弃了，当
时天气还不是很暖和，气温
还比较低，在这样恶劣的环
境下，花花成了一只流浪狗。
花花每天流浪在各个村庄之
间，不时地有好心的村民给
它一点儿吃的，但花花还是
得不到像宠物狗一样的待
遇，不断地被同类欺负。花花

“饥寒交迫”，非常可怜，瘦得
皮包骨头，毛发一点光泽也
没有，全身发黑。

花花流浪到奶奶家附近

时，被我在家门口发现了，就
给了它一点零食吃。看到花
花狼吞虎咽吃得真香，就多
看了几眼，越看越觉得这只
小狗打扮起来会非常漂亮。
回家后我告诉了奶奶，为什
么告诉奶奶呢？因为奶奶同
意了，爸爸妈妈是不会反对
的，在这里我耍了个小聪明。
想尽各种办法，硬泡软磨地
说好话，说小狗可爱、打扮打
扮一定和我一样漂亮、聪明。
在我苦苦哀求下，终于奶奶
大发慈悲同意了。爸爸妈妈
看我这么喜欢，也就默认收
留了花花。

花花在我的精心调理
下，身体终于恢复了健康，小
肚子鼓起来了，毛发有了光

泽，变成了有两
种颜色的毛：
黄色和白色，
它腿上的毛一
见风，就像害怕
一样飘飘而起，这
也是我给它取名叫“花
花”的原因。

每当有人来我家，花花
会第一个上前迎接。做动作、
憨态可亲地叫几声，好像在
说“我有家了，欢迎来我家”。
这时，大家会问奶奶：“这只
可爱狗花了多少钱？”奶奶骄
傲地告诉人家：“是小孙女慧
眼‘伯乐识狗’，把大街上前
段时间的小流浪狗认养了。”
大人夸我，我从他们的眼神、
动作看出“爱、嫉妒、恨”。爱：

花花太可爱了；嫉妒：为什么
我就没这眼光呢？恨：恨自己
不够聪明，发现不了“千里
马”。

大家都非常喜欢花花，
给它好吃的、好玩的。花花还
有一个优点，就是经常把好
吃好玩的拿给同伴一起分享
幸福。它的同类也没再欺负
它，还和它成了好朋友。

从此花花过上了幸福快
乐的生活。

小小狗狗花花花花
芝罘区万华小学四年级一班 张宇 指导教师 牛彩虹

奶奶是个了不起的人。
我的奶奶得了脑血栓，

右半身不能动弹，但是，这并
没有减弱她对生活的热爱。

暑假的一个星期天，我
骑着三轮车带奶奶去花园散
步。我来到水库边，停好车，
就去抓蜻蜓了。回来时，我发
现三轮车和奶奶不见了。心
里一慌，以为遇见小偷了，就
向四处张望，急得眼泪都出
来了。忽然发现就在不远处，
有一人熟悉的身影在推着三
轮车移动，我定睛一看：“呀，
那不是奶奶！？”我急忙跑过
去，看见奶奶缩着右手，咬着
牙，拖着那条坏腿，扶着三轮
车向前移动，看得出来，奶奶
每往前走一步都很艰难，但
奶奶的脸上写满了“坚持”两
个字，不停地往前走。任凭她
脸上豆粒大的汗珠往下滴，
她也不停止前进的脚步。

“奶奶好执着呀！”我正

这么想着，忽然发现奶奶所
在的位置离我们停车的地
方至少有二三百米远。我的
目光中充满了敬佩。奶奶也
注意到了我的目光，就对我
说：“不是我的耐力强，而是
执着和追求这两种力量牵
引着，孩子，你要记住，人的
心中只要有一个目标，什么
事都会成功。”

奶奶就像一棵饱经风霜
的大树，在我心中扎了根。

对呀，就像奶奶说的，
“人的心中只要有一个目
标，什么事都会成功！”

了了不不起起的的奶奶奶奶
芝罘区万华小学四年级一班 魏子桢 指导教师 牛彩虹

那天晚上，是令我终生
难忘的一个晚上。

我在一丝不苟地写学习
报，同学妈妈打电话来，问数
学卷子上的题，这时，我听到
同学在“祈求”他妈，可不可
以玩会儿游戏，他妈问了作
业情况后便答应了。

听见这些，我也迫不
及待地想玩游戏。因此我
的写字姿势就不好了，妈
妈 便 唠 叨 了 起 来 ，“ 手 的
姿势！”“头啊！”“进书里
头 了 ！”结 果 导 致 我 犯 了
一 个 极 大 的 错 误 — —— 分
神 。然 后 ，我 竟 然 把 描 写
颜色的句子写成了描写形
态的句子了！“哎呀！写错
了！完蛋了！”我一蹦三尺
高，说：“妈妈，都是怪你，
总打扰我，我才写错！”妈
妈火冒三丈，说：“如果你
的 姿 势 好 ，我 还 会 唠 叨
吗 ？”我 怒 火 之 下 抓 起 橡

皮扔向妈妈。妈妈怒火冲
天 ，站 起 身 来 打 我 。我 气
急败坏地想：“哼，善有善
报，恶有恶报。”

思品课上，老师让我们
把沉甸甸的大书包挂在肚
子上，体会妈妈的不容易。
姥姥告诉我，没生我时，妈
妈三个月每吃一顿饭都会
吐，十个月不能喝冰水，不
能出门远行，生病了不能吃
药，生的时候，相当于二十
根骨头同时骨折。生完了要
侍候我，把屎把尿好几个
月……

现在，我理解了妈妈。妈
妈每天从早到晚辛辛苦苦地
照顾着我，然而，我却浑然不
知，从没领悟到妈妈的不容
易，妈妈的辛苦。

妈妈，对不起，我不应该
冲动地打您，今后，我一定改
正姿势，管理好自己，不让您
为我操心！

妈妈妈妈，，对对不不起起
芝罘区万华小学四年级一班 刘浩钰 指导教师 牛彩虹

其实，我有很多话想对妈
妈说，可是，我一直没有勇气
说出来，今天，我就在这里一
吐为快吧！

妈妈，您的爱像草原一
样辽阔，我就像一匹马儿一
样，怎么跑也跑不到边。您的
爱像“母亲河”——— 长江那样
长，我就是那小舟，怎么游也
游不到尽头。在我成长的这

九年里，您为我付出了许多
许多……每天您去学习，很
晚回来，还要检查我的作业
情况，洗衣服。第二天很早起
床，当我看到您那黑眼圈，疲
惫的身体，还有不再光亮的
头发，您不知道我有多么心
疼您啊！

当您教育我的时候，又
是那么耐心。有时候我累了，

不耐烦地应付作业，您看到
了我这样的学习态度很生气
说：“峥峥，你怎么能这样对
待自己的学习呢？做作业是
你的主要事情，就像妈妈的
工作，要认真地、一丝不苟地
去做，平时努力地付出，就是
为了将来的成绩打下坚实的
基础，我相信你的责任心和
能力，加油！”

记得有一次，我在爷爷家
发高烧了，您接到电话后立刻
来爷爷家接我去医院，直到凌
晨我的烧才退，可您却一夜没
睡，黑黑的眼圈让您又多了几
丝皱纹。

妈妈，您就像一盏不灭的
灯永远照耀着我。您为了我太
辛苦了，我多么想让您好好休
息一下啊！亲爱的妈妈！

我养了一只调皮可爱的小仓鼠，
它总是不闲着。

有一天晚上，姥姥到卫生间盛
水，突然听到背后传来“扑棱扑棱”的
响声。回头一看，小仓鼠掉到鱼缸里
了！姥姥大惊失色地叫道：“老鼠到鱼
缸里吃鱼了！”此时，小仓鼠在鱼缸里
四脚乱蹬，而小金鱼则四处逃窜、失
魂落魄。

我和爸爸听到喊声，飞快地冲进
了卫生间。爸爸拿了一个干爽的盆，
把小老鼠从鱼缸里救了出来。小老鼠
像一只落汤鸡，全身的毛贴在身上，
它的胡子一抖一抖的，像在打喷嚏。
爸爸用卫生纸把它擦干了，很心疼
它，怕它感冒。

谁也不知道它是怎么钻出笼子
的，我们猜测了几个它落水的原因：其
一它想逗小鱼玩，纵身一跃，跳到水
里。其二它在缸沿上走，一下没站稳，
失足落水。其三它想凑近鱼缸喝点水，
被姥姥走过产生的风刮到水里。

虽然它很调皮，但给我的生活带
来了许多乐趣。

回到家，我像往常一样脱了外
套，换了鞋，走到阳台上。窗外，天空
是一片繁星点点，一轮明月挂在空
中，皎洁的月光洒向大地，照亮行人
们的路。

小时候，我曾幻想过，月亮是一
个会变形的物体，能变成镰刀也能变
成圆盘，月亮还是一个会发光的物
体，照耀着大地。

这时的夜，是柔和的，是静寂的，
是梦幻的，也是神秘的。深蓝的天空里
悬着无数半明半昧的星，像无数萤火
虫在天空中飞舞。我仿佛看见它们在
对我眨眼，听见它们在说悄悄话……
我望着那闪耀的星，总觉得自己和它
们已经相识多年。这时，我已经忘记了
周围，忘记了自己，忘记了一切。我完
全沉浸在了星空的怀抱里。

我爱月夜，更爱星天。满天的星
仿佛都是我的好朋友，相识了多年的
好朋友。望着星空，我就会忘记一切，
仿佛回到了母亲的怀里……

妈妈妈妈，，我我想想对对您您说说
芝罘区万华小学四年级一班 褚峥 指导教师 牛彩虹

仓仓鼠鼠落落水水记记
芝罘区万华小学

四年级一班 李典卓

指导教师 牛彩虹

夜夜空空
芝罘区万华小学

四年级一班 王晓崧

指导教师 牛彩虹

一天下午，数学老师让我
们在教室里看电影。

突然，我听到有人在叫我：
“张宇，张宇……”我来到门口
一看，原来是张俊俊叫我。

“张宇，你能不能把你用
卵石画的小老鼠捐给两个小
朋友。”

“他们要用我的卵石画
干吗？”

“他们说要把这些卵
石画卖了，把卖的钱捐

给一个小女孩。那个
小女孩的父亲早

就 去 世

了，现在她的妈妈也得了癌
症。你愿意帮助她吗？”

“就是那两只小老鼠吗？”
“嗯，就是那两只小老

鼠。”
我想，那个小女孩好可怜

啊！我一定要帮帮她。可是，我
好舍不得那两只小老鼠呀！
哎！我该怎么办？最后我下定
决心，帮助别人快乐自己。于
是，我坚定地说：“可以呀！”就
这样，两只可爱的小老鼠离开
了我。

当我到外面捐卵石画的
时候，看见了我们学校的两个

同学，他们办了一份爱心手抄
报，还把那篇报道可怜小女孩
事迹的报纸讲给我们听，希望
大家伸出援助之手，帮帮这个
小女孩。看了这一切，我回到
教室，又捐了一只猫和一块奶
酪。

虽然我的卵石已经全部
捐了，但我一点儿也不后悔，
因为它很快就会被义卖，帮助
这位小女孩，奉献着我的一点
爱心。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
世界就会很温暖。

捐捐献献卵卵石石画画
芝罘区万华小学四年级一班 张宇 指导教师 牛彩虹

在赶往老家的路上，总能看见道
路两旁整齐地排列着一棵棵高大挺
拔的白杨树，它们像我的父亲，我的
老师，陪我度过美好的时光。

白杨树的主干粗壮，我和爸爸拉
着手才能勉强抱过来，它们非常高大，
树冠直插蓝天，为我遮风挡雨。树皮摸
起来非常粗糙，都裂了皮儿，还爬了些
小蚂蚁，它们会不会危害大树的健康
呢？它们一棵棵枝叶茂密，像一个绿色
的巨大手掌，向四面伸展；这一层层一
簇簇的叶子又像一个绿绒大伞。

春天，白杨树的叶子露出了新
绿。清晨，露珠宝宝开心地在叶尖上
玩滑梯，不小心掉到了小孩子的脸颊
上，冰冰凉的，很舒服。

最妙的是夏天，暴烈的阳光当头
照，茂密的枝叶，为我们遮挡阳光的
暴晒，这些白杨树便成了天然空调，
那丝丝的凉风，给我们带来了阵阵凉
意，舒服极了。

白杨树，你曾自己淋着，为我们
挡雨；你曾自己晒着，为我们遮阳。你
给了我们多少快乐，多少关爱，多少
启迪！

我爱家乡的白杨树，也会更加去
保护它们。

白白杨杨树树
芝罘区万华小学

四年级一班 黄昊雯

指导教师 牛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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