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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洗衣衣记记
莱阳市实验小学四年级三班 黄嘉林

书书迷迷弟弟弟弟
莱阳市实验小学四年级三班 李昱锟

我家有个小书迷，他是我的弟
弟。

弟弟长着圆圆的脑袋，还有像大
西瓜一样圆圆的脸。他那一双明亮的
眼睛，就像是两颗闪闪发光的黑色的
宝石。弟弟一笑起来，嘴就会弯成月
牙，特别可爱。

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妈妈喊弟
弟快来吃饭，可是弟弟看书看得太痴
迷，理也不理妈妈。没有办法，妈妈只
能把饭放到床上，对弟弟说：“一会儿
把饭吃了，要是凉了就不好吃了。”弟
弟一边答应着一边拿起勺子就开始
吃，可眼睛还盯着书。他吃着吃着就
往鼻子里塞。弟弟透不过气，回过神
来一看，咦？我的鼻子里怎么有大米？
弟弟到客厅和爸爸妈妈说：“我刚才
看书看得太入迷，吃着吃着就塞到鼻
子里了。”我们听了哈哈大笑起来，哈
哈，弟弟太逗人了！妈妈对弟弟说：

“以后千万要注意点啊！”弟弟低下
头，不好意思地笑着说：“知道了。”

弟弟不光爱看书，也爱买书。有
一次，他到新华书店买书，被一本《百
科全书》深深地吸引了，就决定买下
来。如果不依着他，他就会使出必杀
技——— 坐在那儿不走了。平时只要是
他看中的书，就非买不可，不管是谁，
都不能阻止他买自己喜欢的书。弟弟
太能买书了，我都担心家里的钱会不
会被弟弟买书用光啊！

这就是我的书迷弟弟，我非常喜
欢他。

我的家乡有一条美丽的五龙河。
五龙河的河水清澈见底，水中有

很多鱼儿在高兴地嬉戏、玩耍。它们
有的躲到荷叶底下，好像和过往的人
们捉迷藏；有的在水中飞快地游动，
好像在和同伴们赛跑；还有的一条鱼
在追逐一大群鱼，好像在玩猫捉老
鼠。五龙河的河水很甜，所以有人说，
名闻天下的莱阳梨之所以甜，都是因
为灌溉了五龙河的河水。我认为这是
很有可能的。

五龙河的两边栽种了许多树，有
杨树、柳树、梨树、桃树等。一到了春
天，所有的树木都发了芽，长出了嫩
叶，春天的五龙河就被一层薄薄的绿
色覆盖了，更有粉红似霞的桃花、洁
白如雪的梨花、明亮如星星的迎春花
在河边这儿一丛、那儿一簇地争奇斗
艳，美丽极了。到了夏天，树木都长得
枝繁叶茂，一只只蝉躲在绿茵深处拼
命地叫着，这里，成了人们避暑乘凉
的好去处。秋天，树叶都变黄了，此时
的五龙河畔成了果实的海洋：金灿灿
的柿子，黄澄澄的大梨、红通通的苹
果……到五龙河边来玩吧，保准让你
一次吃个够！

关于五龙河，我还听到了一个传
说：很久很久以前，天上有五条龙，分
别是黑龙、白龙、青龙、绿龙和红龙。
一次大战中，他们全都受了重伤，从
天上掉到了莱阳这里，化作了一条
河，这就是五龙河。传说，为五龙河增
添了神秘的色彩。

这就是我家乡的五龙河，你想来
看一看吗？欢迎你到我们梨乡做客！

家家乡乡的的五五龙龙河河
莱阳市实验小学五年级六班 陈茂林

今天我们在作文课上玩
了一个游戏。

“同学们，请把你最爱的
人写在本子上。”

我犹豫了一下，在本子上
写了五个名字：妈妈、爸爸、爷
爷、姥爷、哥哥。老师又说：“假
如这时候你们在同一条船上，
而海上又刮起了大风，必须有
一个人跳下海去，请在这些人
里面划掉一个。”

“什么？”同学们沸腾起
来，有人喊道：“老师，我们自
己跳下去吧！”

“你是船长，不可以下去。
请同学们快点选择。”老师加
重了语气。犹豫了很长时间，
我划去了哥哥，因为哥哥总是
管我，甚至有时候还教训我。

我在心里暗暗地说：“哥哥，原
谅我，我是逼不得已的！

本以为这样游戏就结束
了，没想到老师又说了一句：

“船继续下沉，必须再下去一
个人，请同学们再次划掉一个
人的名字。“

什么？接着划？如晴天霹
雳一样，大家都惊呆了。“凭什
么？”黄嘉林生气地大喊：“老
师，那你来选！”大家干脆直接
把笔使劲往桌子上一放，表示
坚决不干了。

“这只是一个游戏，请同
学们快点。”老师毫不为我们
所动，继续说。我只好在本子
上划掉了姥姥。姥姥，对不起！
一想到姥姥对我的百般爱护，
我的心里像被刀子割过一样。

此时，我真的有些恨老师了：
老师啊，老师，我们那么喜欢
你，可是你为什么要冷酷地逼
我们做这样残酷的选择？

老师又说：“这时，船继续
下沉，必须再下去一个人。”

这次，大家坚决不干了。
“不让自己下去，也不能不选，
那我们还是同归于尽吧 !”“这
不是得罪人吗？让我爸看到这
篇作文，非生气不可！”同学们
七嘴八舌地嚷起来。我拿起沉
重的笔，慢慢地，在爷爷的名字
上划了一笔。那一笔幽黑的细
线，分明是割在我心口的刀子
啊！对不起！爷爷，我知道您非
常非常爱我，我相信，假如在现
实中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您
肯定是主动跳下去的那一个，

因为您的水性很好，但是，今
天，却是我做出的选择！一想到
我就要失去爷爷，泪水已经在
我的眼眶里直打转了。

看到我们难过的样子老师
说：“看到你们伤心的样子，我
很高兴，因为你们都深深地爱
着你们的亲人。所以，高兴吧，
孩子们！这些人依然活在你们
身边，你还拥有他们的爱，这是
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呀！”

是呀，我最亲爱的人！我
以后再也不惹你们生气了！我
要乖乖地听话，珍惜我们在一
起的每一天！此时此刻，我忽
然感觉到心中充满了感动和
幸福！

一次抉择，让我学会了珍
惜。

抉抉择择
莱阳市实验小学四年级三班 范泽源

不不愿愿做做闷闷包包的的我我
莱阳市实验小学四年级三班 逄德霖

今天下午，我在作文班上课。
开始上课了，老师提问我

们问题，大家都纷纷站起来发
言，只有我一句话也没说，为
什么呢？和你说句实话吧，那
是因为我害怕回答错了大家
笑话我，所以，我上课从来不
举手，也不回答问题。老师问
我，我就低着头，一个字也不
说。我是个胆小鬼，我不敢当
着太多人的面说话。

可是，一想到妈妈和老师
对我的鼓励，我又犹豫了：要
不，举手一回吧！事到临头，我

真后悔！没事，昨天干嘛要答
应老师主动回答问题啊？抽自
己一嘴巴子得了！

前排的女生都转过头来催
促我发言，还有我同桌，她使劲
抬起我的胳膊，小脸憋得通红，
想帮我把手举起来，她嘴里还
不停的念叨着：“闷包，快举手
啊！你可真是个闷包……”因为
我不回答问题，我同桌给我起
了个外号“大闷包”，我很尴尬，
我想如果地上有个老鼠洞，我
一定要钻进去。

看一眼老师，我慢慢举起

了手，可是，又飞快地把手放
下来。糟了！因为紧张，我感觉
脑子里一片空白，我把想要说
的答案给忘记了！于是，我只
好用上绝招——— 看一看上课
记的笔记，我用神一样的速度
把答案记了下来。

我想：不愿做闷包的我，现
在是洗清这个外号的最好时机
了！于是，狠了狠心，我高高举
起了右手。看到我举手，老师的
眼睛顿时亮了起来：“逄德霖！”
她点了我的名字。我起来发言
了：“心理描写的主要方法有三

种，分别是……”我慢慢地、口
齿清晰地说出了答案。顿时，教
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有的
同学甚至叫起来：“哇！哇！闷包
也会主动发言呀，太阳从西边
出来了！”“看，多好啊！他就应
该这样大胆发言。”

此时，虽然我的腿依然在
抖，我手心的汗依然没消，但一
种快乐的感觉在我心里乱撞，我
高兴极了，真想去操场上跑一
圈！我体会到了大胆发言的快
乐。啊，我敢发言了！我是真正的
男子汉！我再也不做闷包了！

早晨，刚起床，我就闻见
了一股浓浓的香气。

我心里纳闷：咦，今天妈
妈做了什么好吃的？这么香！
于是我踮着脚尖，像小猫一
样静悄悄地走到厨房门前，
探进头去一瞧，“哇！原来妈
妈在熬小米粥。”我高兴得一
蹦三尺高。

知道了，今天喝小米粥，
我就开始激动起来，因为我
非常喜欢喝小米粥。于是，穿
衣服、洗脸、刷牙，统统在几
分钟内搞定。一想到美味的
早餐，我的动作就快了有十
倍。

然后，我飞快地跑到餐
桌旁，等待吃早饭。不一会
儿，妈妈就把小米粥端上了
桌。“哇！小米粥好好看啊！”
我欢呼起来，双手握成拳头，
高高地举过头顶，舌头不停
地在嘴唇边舔来舔去，接连
咽了两口唾沫。

只见碗里的小米粥色泽
金黄，稠稠的，香气诱人。妈

妈还用红糖在小米粥上画了
一张笑脸，在笑脸的周围还
放上了几颗大红枣。啊，真是
色香味俱全啊！我简直不忍
心吃掉这件美丽的工艺品。
但我的肚子一直在向我抗
议：“饿死我了，快吃吧！”

我只好闭上眼睛，一狠
心，舀了一勺米，用嘴吹了
吹，便送入了口里。米粥在我
的口里慢慢地化了，那红糖
和米粥交织起来的味道，真
是令人回味无穷啊！太好喝
了！

我喝了一碗，又喝一碗。
喝完后，像小狗一样用舌头
把碗边也舔得干干静静。

“馋猫，锅里还有。”猛抬
头，妈妈正静静地坐在一边
看着我，面带微笑，笑容慈
祥。我忍不住抱住妈妈，狠狠
亲了一下。

我知道，这香香的小米
粥，包含了妈妈对我浓浓的
爱。小米粥，我爱你！妈妈，我
也爱你！

三年级的时候，姐姐领我
坐公交车时，我出了一次大
糗。

那天，姐姐对我说，要去
南山公园，我高兴得直蹦高。
上公交车时，姐姐在门口付
钱，我往里走，发现人们坐的
都是硬座，而有一排软座在那
空着没人坐。“咦？今天这些人
们都怎么了？明明有软座却不
坐。不管，我可要坐了。于是，
我大摇大摆地走向软座，一屁
股坐下了，还舒服地靠在软背
上。软座多舒服呀！一抬头，我
发现大人们都用诧异的目光
看着我，有几个小孩还捂着嘴
笑。嗯?好像有些蹊跷。到底怎
么了？今天他们真是奇怪。随
着小孩们的笑声越来越大，我
看到有人在指着我说些什么。
我不安起来，左顾右盼，没发
现有什么异样。不管那么多
了，反正我是光明正大的。我
不理这些怪怪的人们，自顾自
地看窗外的风景。

偶然，我看到座位旁边露

出一个“孕”字。孕什么？我好奇
地扭过身往下看，“孕妇专座！”
天哪，我一时僵住了。人们也看
出我看见那四个鲜红的字了，
放开胆子大笑起来。我尴尬地
站在原地，脸像被火烧了一样。
此时，我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
去。就在这时，公交车门开了，
进来一个人，由于这人长得太
高了，我只看见了一个穿着带
花图案衣服的胖肚子，我赶紧
起身，小声的说：“阿姨，您坐。”
没想到那人理也不理我，径直
朝后面走去，大家又一次哄笑
起来。等这人坐下后，我才看
清，哎呀！原来他是个男的！我
站在原地，不知该怎么办。这
时，公交车门开了，我立即赶在
姐姐前面，像一只逃命老鼠一
样溜下了车，边溜我还边想：今
天真倒霉，双重尴尬！

从那以后，我就下定决
心，做事千万不能再这么马虎
了，不然后果不堪设想。这么
令人爆笑的尴尬事，我再也不
想遇到了。

喝喝米米粥粥
莱阳市实验小学四年级三班 黄子洵

真真尴尴尬尬！！
莱阳市实验小学四年级三班 初晨

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天
上午，我一边悠闲地看着电
视，一边拿着一盒巧克力果，
在美美地享受。

突然，洗刷间里响起了妈
妈的声音：“儿子，快过来帮忙
洗洗你的衣服吧！”听到这声
音，我立刻说：“NO，我才九岁，
还不会洗衣服呢，所以我不想
干。”“什么？”妈妈一边说一边
从洗刷间里走出来，揪着我的
耳朵往洗刷间里拖。“痛！痛！
痛！好了，我洗还不行嘛。”我一
边揉耳朵一边走进洗刷间。

“啦啦啦，啦啦啦，我是苦
命的小当家。”很快，洗刷间里

响起我苦歪歪的唱歌声。由于
我不太会洗衣服，态度也不
好，所以我边洗边玩，带着泡
沫的肥皂水被洒得到处都是。
我站起来，想拿拖把拖一拖
地，可是我刚一抬脚，就被大
盆绊倒了。霎时间，衣服、脸
盆、污水还有我同时飞了起
来，然后重重地落下，我四仰
八叉地摔倒在地上，脸盆扣在
了我的脑袋上，我顿时成了一
只被污水染黑的落汤鸡！

妈妈闻声而来，看见洗刷
间变成了垃圾场，不由得怒气
冲天。“你给我出来！”她说，

“我要狠狠地揍你一顿，你这

个臭小子。”
“啊！救命呀，老妈打小孩

了。”
“站住，你这个皮孩子，你

是故意捣乱的吧，嗯？”妈妈一
边追，一边喊。很快，妈妈抓住
了我，拿起棍子就要开揍，“看
你还敢不敢了？”

“哇……哇……不敢了，
救命啊！”我抱着头，恍惚间看
到妈妈举起了手中的棍子，不
由下意识闭上了眼睛，“不敢
了！”我大叫。

回过神来，我发现妈妈举
起的棍子又轻轻地落了下来，
然后她“扑哧”一声笑了起来。

噢，原来她是吓着我玩的！我
只是虚惊一场。

但经过这么一折腾，我忽
然明白了，妈妈其实还是很爱
我的。妈妈每天工作都很辛
苦，我不能光顾着玩，应该帮
妈妈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所
以，最后，我还是听话地帮妈
妈把衣服洗完了。虽然事后腰
酸背痛的，累的很，但我的心
里很快乐。

从这次洗衣服的事情中，
我明白了，干什么事，都要认
真去做。男子汉，爱妈妈就要
帮妈妈多分担点力所能及的
事情。

小记者征集令

凡是烟台市范围内义务教育阶
段的中小学生，均可报名参加。

小记者报名费180元，赠送一份全
年《齐鲁晚报》。报名电话：15063815716。

小荷版将优先选用小记者的作
文。电子邮箱投稿：将稿件发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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