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盼星星，盼月亮，我们终
于盼来了一年一次的红领巾
义卖。

中午，教室里就炸开了
锅，许多同学的东西已经有了
订单，不愁卖喽！一会儿，老师
就让我们准备好，马上可以去
幼儿园操场上去摆地摊了。

老师刚宣布“义卖开始”，
操场上就热闹起来，到处都是
讨价还价的声音。

“这本书多少钱呀？”
“十元。”
“太贵了，能不能便宜点”

“不行，不行，这是最低价了。”
“哇！这个娃娃好便宜，我

买下它了。”
各种声音交织起来，好一

个热闹的集市呀!

我的摊位前也来了几位顾
客，不过，他们的目光都停留在
一种商品上——— 星星条形纸。
要知道，我的星星颜色丰富多
彩，价钱优惠，很快就被疯抢一
空，我的第一桶金来了，6元。

我刚把钱装进口袋，就又
来了一位顾客，她看中了我那
可爱的小白兔，我摸了摸它的

脑袋，心中暗暗地说：小白兔，
你可别怪我呀，这可是妈妈逼
我卖的你呀，她说家里的小动
物太多了。看着从我出生就陪
伴我的小伙伴，心里很是舍不
得，我反复叮嘱买兔子的同
学 ：“ 它 爱 吃 青 草 ，爱 干
净……”得到对方一定好好待
它的承诺，我才放心。最后，它
成了我的第二桶金：4元。

后来，相继有人买了我的
小瓷碗和小兔兔挂饰，我得到
了第三桶金：10元。这两样东西
卖得没有前面的顺利，我吆喝

了半天，说了许多好话，嗓子
都快喊干了，才勉强卖出去，
唉，站了半天，腿都不敢动弹
了。这让我想起：爸爸妈妈上
班赚钱，是不是也象我今天这
样的辛苦？

今天我一共挣了18元，上交
了10元，老师说今天活动的钱，
同学们可以自愿捐献给贫困山
区的小朋友，希望他们在大家的
帮助下生活会慢慢好起来。

今天，我还明白了一个道
理：今后，一定要节约花钱，因
为爸爸妈妈赚钱很辛苦。

难难忘忘的的义义卖卖
莱阳市实验小学四年级三班 盛宝嘉

左等右等，终于等来我们
盼望已久的体育课啦！

老师刚宣布解散，我们就
迫不及待地拿出了长绳。我还
不会跳长绳呢，今天，我一定
要学会！

长绳动起来了，慢慢地加
速。我看着在眼前挥得呼呼生
风的长绳，有些胆怯，不敢往
里冲。万一被绳子打到了怎么
办呀？黄子洵看见我害怕，过
来劝道：“你别害怕被打，我们
这些学会的，谁没被打过？关
键是要有勇气冲进去，跳成功
一次，以后就会跳了。”

有了黄子洵这句话垫底
儿，我心里踏实了，便鼓起勇
气准备试一试。我深吸一口
气，看准方向，闭起眼睛，以最
快的速度向前冲去。

“啊！”我捂住耳朵大叫一
声。在我冲进去的时候，长绳
狠狠地打中了我的耳朵！

我一边狼狈不堪地揉着
耳朵，一边退了出来。黄子洵
看我精神沮丧，提醒我说：“卢
钰洁，记住，一定要在长绳打

地的时候冲过去，这样跑过去
的时候，长绳正好抡完一圈下
来，还有，不要闭眼，你会因为
看不见而跑偏的。”

胜不骄，败不馁，再来！
这一次，我看准了时机，一下
子跳过去，时间正合适，长绳
刚好下来！可是，我是跳过去
的，落地之后没法马上再跳
起来……这次更惨，我被长
绳 结 结实实地 绊 了 个 嘴 啃
泥。……

大半节课过去了，可我还
一次都没成功过，我急得团团
转。“最后一次，再试最后一
次！”我对自己说。我屏住呼
吸，盯着那根长绳。在长绳打
地时，我用极快的速度冲过
去，跑过去以后马上起跳，一
切准确无误！绳子从我脚下风
一样滑过，哈哈！跳过去了！终
于跳过去了！

用时一节课，眼泪与笑容
齐飞，我终于学会了跳长绳！
我深深地体会到：失败是成功
之母，不论做什么事，永远不
要泄气。

跳跳长长绳绳
莱阳市实验小学四年级三班 卢钰洁

“我告诉过你，不要抄我
的……”同桌扔下这句话，就
气冲冲地走出了教室。

唉！这种糗事竟然发生
在我身上。

上午的作文课，老师让我
们写一篇场面描写的作文，记
一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尴尬
或出糗的事。我左思右想了半
天也没想出一件关于出糗的
事情。面对这件“艰巨”的任
务，我无从下手，怎么办？看看
同桌怎么写的吧，我耍起了小
聪明，趁老师不注意，悄悄地
瞄了瞄同桌的作文，没想到这
一眼毁掉了我的形象。嗬！选
材不错！句子也挺好，那我就
先借用一下喽！我很快来了灵
感，拿起笔一气呵成，满怀信
心地把作文交给了老师……

下午当老师点评作文时，
看着老师严肃的神情，我心里
忐忑不安，心一下子提到了嗓
子眼。老师板着脸说：“今天，有
两位同学的作文选材一样，内
容也基本相似，最不应该的是，
连用词和句子都一样……”说

着老师朝我这边瞟了一眼，老
师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像把利
剑让我心惊肉跳。

同学们小声地议论着。
“是谁啊？”
“不知道。”
“是你吗？”
“当然不是，我怎么可能

做这样的事情？”
同学们的目光像聚光灯一

样，顺着老师的眼神看向我，顿
时，我成了全班的焦点，我感觉
浑身的血液涌上脑袋，脸红得
发烫。我前面的黄嘉林转过头
不相信地问:“真的是你吗？”我
没有回答。他吃惊地张大了嘴，

“啊！怎么会这样？”此时，我敢打
包票，他嘴里准能放下一个特
大号鸭蛋！我感到时间似乎停
止了，空气也凝结了似的，一切
都静止在这一刻。我感觉嘴里
发苦发涩，好像吃了黄连，让我
苦得喘不过气来。我恨不得从
地上找条缝钻进去，此时，哪怕
有个老鼠洞我也会钻进去！

唉！这抄袭的滋味，我再
也不想品尝了！

抄抄袭袭的的滋滋味味
莱阳市实验小学四年级三班 赵俊毅

每一个人一生中都会有
无数的艰难的抉择，有时候，
选择往往会令你非常痛苦。

在今天的作文课上，老师
带我们玩了一个奇怪的游戏。
她先让我们在纸上写下五个最
爱的人的名字，接着，老师又
说：“你和这五个人坐船，结果
船裂开了，水慢慢地灌了进来，
船开始下沉，必须要跳下去一
个人，请选择要划掉谁。”“哐
当”一声，我的笔一下子从手中
滑落了下去：不是吧！老师这么

“狠毒”？竟然让我们从生命的
历程中划去一个最爱的人？不
行，不行，我坚决不干！

“只不过是一个游戏。”老
师说。此时，我眼前仿佛出现

了这样一幅画面：天空狂风暴
雨，海面波涛汹涌，远处，一艘
已经破裂的船在海上摇摇欲
坠，船上的六个人中必须跳下
一个去。我忍不住要发狂了，
到底让谁跳啊？怎么会有这么
变态的题目啊？

“快点，请选择。”老师的
催促声中，我哆哆嗦嗦地拿起
笔，就……就……就五爸吧！
五爸远在烟台，关系和其余四
个人比起来还是较疏，我狠了
狠心，我用力一划，五爸就从
游戏中消失了。

“接下来，船继续下沉，必
须再划掉一个人。”我僵住不
动了，同学们也都目瞪口呆，
说不出话来，有的甚至满眼愤

恨地看着老师，仿佛老师就是
制造这场掺案的幕后真凶。但
是，老师面无表情，催促我们
赶紧做出选择。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又
一个的人被划去，那一条条深
黑色的直线就像一把把刀一
样，割着我的心。最后，纸上只
剩下爸爸和妈妈了，我看着这
上面的两个名字，往事的一幕
幕出现在眼前：爸爸为我遮风
避雨，每天早出晚归出去干活
挣钱养家，妈妈，每天起早贪
黑忙里忙外，为我做法洗衣
服。这两个人，是我在世界上
最爱的人啊！老师还会让我们
继续往下划吗？我的眼里充满
了泪水，忍不住产生一个冲

动：让我自己跳下去吧！这个
游戏我不玩了！太痛苦了！

果不出所料，游戏还在继
续，还要再划去一个，我面色铁
青，直直地盯着纸上的两个名
字，好久，没有办法做出选择。

忽然，老师说：“游戏结束！”
同学们的表情顿时放松了。啊，
再也不用做这种折磨人的选择
题了！老师微笑着，轻轻说：“同
学们，你们要庆幸，你们爱的人
依然在自己身边，所以，请你们
在自己还能好好对待他们的时
候，珍惜你所拥有的爱吧！”

我将永远忘不了这个游
戏，忘不了我曾经差一点“失
去他们”。依然拥有亲人，该是
多么幸福啊！

春天校园的景色与其他季节
是完全不同的，春天的校园别样
美，一进校园，就仿佛进入了一个
鸟语花香的世外桃源。校园西边
有两棵硕大的雪松，已有30多年的
历史了，而今依然是那样朝气蓬
勃、生机盎然；校园东边就是我们
的篮球场，是去年刚建的体育小
广场；校园中间有一条笔直平坦
的水泥道，道两旁的玉兰花正傲
然开放，散发出阵阵的幽香。沿这
条路往北走上几级台阶，就是我
们每周要在这里升旗的国旗台，
那飘扬的五星红旗仿佛就是我们
那沸腾火热的灵魂。站在国旗台
上向四周望去，除了那一幢幢的
教室、办公室，就是满眼的桃花、
杏花、紫荆、连翘、铁杆海棠、火
棘，以及冬青、杨柳、银杏、塔松等
花草树木，五颜六色，煞是怡人。

校园不仅景色美，它也有许
多荣誉。近年来，学校校舍设施也
发生了很大改变，教室窗明几净、
桌凳一新，学生宿舍塑钢门窗、空
调的安装以及旱厕变水厕等这些
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让学
校在实现我们提出的“把有限的
资源用起来、让全体师生动起来、
使书香校园活起来”的素质教育
目标上迈出了一大步，赢得了师
生、家庭、社会的普遍赞誉。当下，
教师公寓正在建设，大型餐厅也
正着手改造，教学楼、办公楼等也
已在规划推进当中。可以说，我们
现在的学校是彻底变了样，硬件
建设也正在向城里学校的水平迈
进。

我作为这里的一名学生，多
么希望学校越来越好，而且，我也
愿意用自己的努力，为学校赢得
一份春天的色彩，努力吧，我的同
学们，加油！

一一次次抉抉择择
莱阳市实验小学四年级三班 宋雨洋

校校园园春春色色
莱阳市谭格庄

中心中学 李润谦

指导教师 李维华

我们农村的学校，最突出
的特点就是四季分明，春、夏、
秋、冬各有特色。

春之歌。春天时节，校园门
前的柳树抽出了新芽，春风吹
乱了她那嫩绿的头发，她却依
然迎着春风卖弄起婀娜的舞
姿。校园内的各色花苞也都含
苞待放，小草也在偷偷地萌芽，
一夜之间，便给大地换上了翠
绿的新装。接踵而来的便是蜂
飞蝶舞闹春潮。鸟儿们也不甘
示弱，愉快地鸣唱着春天的赞
歌，这个时候，如果你注意倾
听，教室里便会传来同学们琅
琅的读书声，校园的一切都开

始涌动着新的起色，
夏之曲。每到夏天，知了的

热情歌唱附和着同学们琅琅的
读书声，淹没了鸟儿吱吱喳喳的
鸣叫声、蜜蜂的嗡嗡声……道路
两旁的玉兰花开得正艳，纯洁的
白色、高贵的紫色、可爱的粉色、
活泼的黄色，让人眼花缭乱、目不
暇接，分不清到底是书香还是花
香。还有那满是果实的杏儿、桃
儿……下课了，同学们有的跑向
树荫下，有的则直接奔向水龙头，
痛痛快快地打一场水仗，玩耍嬉
戏，一点儿也不怕大汗淋漓。

秋之舞。秋天，是一个诗意
昂然、硕果累累的季节。秋风吹

黄了树叶，吹黄了整个校园。那
诱人的枣树、硕大的柿子树也
都挂满了果实。甬路上，层层叠
叠的落叶铺满了大道，走上去
软绵绵的。藏在树丛中的小花，
像夜空中的星星，点缀着秋季
校园的娇艳。这时最爱做的事
便是捡树叶，树叶上纤细而有
力的纹路，像是在诉说着秋的
故事，让人不禁浮想联翩。一阵
风吹过，空中飘落着许多金黄
色的“蝴蝶”，她们好像在表达
着对秋的依恋。

冬之章。冬天，银装素裹的
校园可真安静啊。没有了鸟儿们
的歌声，蝉的鸣叫。蝴蝶和蜜蜂

也不知躲到了何处。没有了春季
的花香，少了夏日的绿荫，冬日
的校园多的是温暖的阳光。树枝
上虽然已没有绿叶，但是有雪花
梳的美丽发髻。在这样空旷的校
园，依然翠绿的松树是最显眼
的。冬的严寒却给松树多了一些
挺拔，迎着风雪屹立。下课了，校
园里多出了一张张红扑扑的笑
脸，这给校园增添了一缕生气。
在阳光的照射下，校园变得闪亮
亮的，像极了冰雪世界。

这就是我们校园变幻莫测
的四季，春的复苏，夏得喧闹，
秋的芳香及冬的安宁都交织在
一起，谱写出校园的美妙篇章。

校校园园四四季季如如歌歌
莱阳市谭格庄中心中学 李彤彤 指导教师 李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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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二年级时，我们班发生了一
件有趣的突发事件。

这天，我们正专心致志地听王
老师讲语文课，教室里鸦雀无声，
连一根针掉到地上都能听见。好景
不长，我们正在读书时，突然一只
飞虫误打误撞地飞到教室里来，引
起了很多同学的骚动。我心想 :肯
定是我们读得太动听了，连小飞虫
都想进来听我们读书吧？

读书的声音慢慢停止了，同学
们有的站起来看，有的虽然坐着，
但目光一直盯着小飞虫，有的还下
了位置观看小飞虫。王老师的目光
也追随着小飞虫，似乎在观察它。

最后，小飞虫飞上了讲台，落
到了老师的粉笔盒上。

小飞虫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
一对透明的浅绿色的小翅膀不停
地扑闪着。它还有几条细细的腿和
那黝黑的身体，再加上一个圆圆的
褐色的小脑袋，可爱极了。同学们
不约而同地涌上了讲台看那可爱
的小飞虫，边看边吱吱喳喳地讨论
着这是什么昆虫。

王老师说：“小飞虫好像很想
回家，不如，我们拉开窗户让它回
家吧，它的妈妈在家会担心的。”

“好！太好了！”同学们开心地说。说
完，王老师就拉开窗户，让小飞虫
飞了出去。小飞虫飞走的那一刻，
我心想：小飞虫，你以后一定要小
心一点，不要再到处乱飞，回不了
家妈妈会着急的！

从这次小飞虫到访事件中，我
感受到一种别样的温暖。善待可爱
的小动物，从我们开始吧！

小小飞飞虫虫来来了了
莱阳市实验小学

四年级三班 李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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