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我心心中中的的那那片片栗栗子子林林
烟台青华中学初二十一班 马萌茁

一提起运动会，我就想
起了我们学校上次组织的

“阳光体育运动会”，那是在
一 个 阳 光 灿 烂 的 星 期
五……

运动会正式开始了！第
一项是跳短绳比赛。一、二
年级的同学们跳得太好了！
我们不停地赞叹。有的同学
还和主持人一起给他们激
烈的比赛加油呢！接着是我
们三、四年级跳短绳比赛。
我们班先跳，我也是其中一
个 跳 绳 选手，老师一 说 开
始，我马上摇晃着手里的跳
绳，使劲地跳了起来，听到
我们班同学为我呐喊鼓劲，
我的心跳越来越快，双手挥
舞跳绳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感 觉 自 己 快 要 飞 了 起
来……四年级和我们不一
样，他们的难度更大，是双
摇跳绳比赛，只见参赛选手
迅速地摇着跳绳，两只脚轮
换跳，这只脚刚放下，另一
只脚就抬起来。他们就这样
飞速地跳着，似乎真的飞了
起来，看得我目瞪口呆。

接下来是各年级的拔河
比赛。我们班的拔河队员在

拔河时双手紧握住绳子，使
劲儿往后拔……我们都拼命
地给运动员呐喊着“加油”。
因为我们班的运动员没有三
年级一班同学的力气大，所
以我们输了，大家有一点失
落，不过我们班的同学都用
尽自己的全力，这一切老师
都看在眼里，所以老师安慰
我们说“友谊第一，成绩第
二，重在参与……”

各年级的接力赛跑是
最有趣、最好玩的。一个同
学拿着接力棒跑到另一边
绕着小板凳跑回来，把接力
棒 传 给 另 一 个 同 学 。一 开
始，我们比邻班跑得好，结
果张敏杰回来时不小心撞
倒了宋宏科，所以我们班输
给了邻班，真是“大意失荆
州”啊！四、五年级开始接力
比赛了，我们都目不转睛地
看着，大哥哥大姐姐们跑得
非常快，一个个像长了“飞
毛腿”一样。

我很喜欢这次运动会，
因为我觉得学校开运动会
既有趣又好玩，不仅锻炼了
我们的身体，还使我们的班
级更加团结。

有有趣趣的的运运动动会会
芝罘区新石路小学三年级二班 周乐彦 指导教师 姜君玮

今天我们五年级同学们在
操场上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
拔河比赛。

来到操场上，我们远远地
就看到一根又粗又长的大绳子
卧在操场上，像一条大蟒蛇躺
在红色的跑道上。走近了，我还
看到绳子中间还系着一条红领
巾。由于我们五年级四个班，所
以要抓阄来决定出场的顺序，
我们首先与五年级二班进行比
赛。刚开始我们有点胆怯，一个
个羞涩地走上场地，不知所措
地抓起绳子。比赛开始了，由于
我们刚上场，位置没找好，第一
局我们输了。此时，我们有点垂
头丧气，在老师的鼓励下，我们
信心百倍地投入到第二局的比
赛。赛前，老师为我们调好了位
置，并为我们做了示范动作。一
声哨响，我们顺利地取得了第
二局的胜利。关键的第三局比
赛开始了，这是决定胜负的一
局，大家摩拳擦掌、斗志高昂。
只听一声哨响，我们双手紧握
绳子，咬紧牙关，双脚使劲蹬
地，身体向后倾斜，重心在后，
憋足了劲使劲向后拔。不料，二
班的同学们也不甘示弱，绳子
中间的红领巾又向二班移去，

最终在同学们的共同努力下，
我们取得了第一场的胜利。

接着我们观看了三班和四
班的对战，一会儿工夫，三班就
被四班给秒杀了。最后我们要
与四班进行总决赛。为了夺得
年级总冠军，大家互相加油打
气，“看看我们班那么多胖子，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我们一
定要同心协力！”比赛终于开始
了，我咬紧牙关，双脚蹬地，双
手紧握绳子使劲向后拉。“加
油！”“加油！”“五年级一班加
油！”操场上沸腾起来，一声声
呐喊便像山泉一般源源不断地
向我们涌来。这一声声加油，仿
佛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让我们
每一个人浑身充满力量，红领
巾很快向我们移来，我们终于
夺得了年级之冠。

比赛在一阵阵呐喊声中退
去，尽管我已满头大汗，手上也
都是红色的痕迹，甚至有的同学
手上都起了小泡，但我们却毫不
在乎，同学们的脸上洋溢着激
动、兴奋之情。我更是激动不已，
欢呼着、雀跃着，这次比赛不仅
让我见识了我班同学们的实力，
还让我们明白了：要想成功，一
定要齐心协力，共同努力！

拔拔河河比比赛赛
开发区大季家中心小学五年级一班 洪雨辰 指导教师 顾畅

“大雪”节气刚过，一场大
雪就飘飘撒撒地下了整整一
夜。

早晨，我背着书包上学。
出门一看，好大的雪啊！地上
白了，树上白了，山头白了，大
地的一切都白了，真可谓“忽
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
开”。大雪封堵了地上原有的
路，我只好踩着前面经过的人
留下的脚印，一步步向前挪，
脚下不断发出“咯吱咯吱”的
声响。一阵风吹来，雪花斜着

飞。有时钻进脖领，一阵冰凉，
让人不禁打个寒战；有时落在
手上，还没来得及细看，就融
化成了水滴。赶路上班的人们
个个将冬衣扣得严严实实的，
把手揣在衣兜里，缩着脖子，
疾步前进。偶尔几只麻雀冻得
扑棱着翅膀，飞向远处。马路
上，车辆都闪着灯，缓慢爬行，
唯恐追尾。

雪下得更大了。北风阵
阵，雪花飘舞。我怕上学迟到，
就弓着腰，低着头艰难前行。

一不小心脚下一滑，“哧溜”摔
了一跤。我急忙爬起来，拍拍
身上的雪，又继续向前走。当
走到长江路时，被清除积雪的
场景惊呆了：环卫工人正在清
除马路上的积雪。有的在马路
上撒“融雪剂”，有的在用推雪
板清除“人行道”上的积雪，还
有的用铁锨在清除公交站点
被人们踩硬的雪块。他们不怕
冷，个个口中呵着热气，根本
没把寒冷当回事。

突然，几辆高大的铲雪车

迎着北风“突突突”地开过来，
将巨大的钢铲贴着路面向前
斜推，把路上的雪都挤到路边
去了。有遗漏的地方，第二辆
铲车又开过来，将残雪再次推
到路边。整个场面热气腾腾，
人声鼎沸，好一幅“抗风清雪
图”。

我看着看着，突然想起，
我还要到学校参加扫雪劳动。
这时，什么风啊，雪啊，全都忘
了 。我加快 脚 步 ，向 学 校 奔
去……

今天爸爸早早就叫我起床，
我很兴奋，因为今天我要和爸爸
一起种树苗，而且种的是樱桃
树。樱桃是我最喜欢的水果，我
多么想让它一夜之间就能变出
很多樱桃，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我和爸爸先去车上拿铁锹和树
苗，然后到园子里种树苗，树苗
冒出来的芽有红有绿，有的全部
是红的。

我和爸爸先挖坑，爸爸说树
根大的，坑要挖深挖宽一点，这
样种下的树苗成活率会高。树坑
挖好后，我们把小树苗小心地放
到坑里，然后我先培土，幸亏我
之前经常锻炼身体，不然的话就
根本拿不动铁锹，剩下的一点土
由爸爸培完，然后我们踩了踩培
好的新土。之后我和爸爸一起从
家里提来两桶水，分多次浇到树
苗上。

通过这次种樱桃树，我体会
到劳动的辛苦，我们要节约粮
食，尊重农民伯伯的劳动成果，
同时我也感到非常快乐，因为我
种的樱桃树苗既绿化了环境又
减少了雾霾。我要好好照顾它，
真希望它能快快长大，开花并结
出又大又甜无公害的果子来，把
它们分给我的老师同学和朋友
们，让大家一起分享我的劳动成
果。

这个星期天虽然有点累，但
我很快乐！

风风雪雪上上学学路路
烟台开发区金城小学三年级五班 徐仲康 指导教师 王子敏

假期里，我们来到了美丽
的滨海城市——— 深圳。深圳是
我国四大一线城市之一，是著
名的国际花园城市。这里有许
多珍奇的花草树木，有让人垂
涎欲滴的特色美食，还有许多
好玩的地方。

走在深圳的大街小巷，放
眼望去，尽是高大的榕树和椰
子树，还有许多叫不上名的
花，正在华丽地绽放。空气中

弥漫着花的清香，深深地吸一
口气，舒服极了。

在深圳能吃上正宗的炒
米粉和烤乳鸽，让人百吃不
厌。最让我难忘的特色美食是

“广式早茶”，这里的早茶并不
是传统意义上的喝茶，而是吃
各种精致的广式早点、美味的
菜肴和好喝的粥。这些特色美
食会让你爱上这座城市，流连
忘返。

深圳还有许多好玩的地
方，我们先后去过大侠谷、茶
溪谷、欢乐谷，游览了石鸟林、
湿地公园、魔法学院等地方，
玩了许多游乐项目：浪花跳
跳、疯狂精灵、古埃及碰碰车
等，既惊险又刺激。此外，我还
坐过小火车、缆车等游园工
具，既好玩又欣赏了景区的风
景。让我大开眼界的是文化主
题公园——— 世界之窗，它包罗

了五大洲130多处名胜古迹，
有法国埃菲尔铁塔、埃及吉萨
金字塔群、罗马大斗兽场等著
名建筑。我们一边走一边合影
留念，将世界各地的风情尽收
眼底。

深圳是个迷人的地方，我
们在这里“吃喝玩乐”，享受着
每一天。深圳之旅带给我许多
快乐，增长了我的见识，在我
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难难忘忘的的深深圳圳之之旅旅
莱山区实验小学二年级三班 赵奕博 指导教师 杨雪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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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
份家庭作业，就是回家给父母做
一顿爱心早餐。

早晨起床后，妈妈要教我做
西红柿鸡蛋面。妈妈在旁边指导
我要先把西红柿和葱切好，首先
要把油倒进锅里，加热后，把葱
花放进锅里炒一下，然后把西红
柿也放进去炒出红汁来，再倒一
碗水，盖上盖子。接着我从冰箱
里取出一个鸡蛋打碎放在一个
空碗里，然后用筷子搅碎，等水
开了后我拿了一小戳面条放进
锅里，用筷子搅一搅，再把锅盖
盖上等一分钟，然后把搅好的鸡
蛋液倒入锅里，最后放入盐和味
精，现在热乎乎香喷喷的面出锅
了，真香啊！

这是我第一次做饭给妈妈
吃，也是妈妈最爱吃的一种饭。
我明白了要认真做好每一件事
情。我更知道，原来妈妈每天都
这么辛苦、无微不至地照顾我！

爱爱心心早早餐餐
开发区大季家中心小学

三年级五班 梁晶

指导教师 苗灵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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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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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全年《齐鲁晚报》。

报名电话：15063815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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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快乐乐星星期期天天
莱山区黄海路小学

二年级一班 袁萧涵

指导教师 刘传方

那是在姥姥村子的山坡
上，草色微黄，却能看见一片
郁郁葱葱的栗子林，树枝上缀
着许许多多的栗子球，微风拂
过，树叶在晨曦的陪伴下婆娑
起舞，在辽远的天空中便升起
了绿色的流云。

每到栗子成熟的季节，小
姨姨夫便会带着我去打栗子
球。看准目标，攥住木棍，身体
微倾，前臂像鲤鱼翻身一样一
敲，几个栗子球扑通扑通地砸
到了地上，扬起一圈尘土。我
急忙上前拾起栗子：它身上的
小刺倔强地竖着，青褐色的外
皮包裹着果实，外皮上裂开一
条缝，轻轻剥开一看，一个个

果实紧紧簇拥着，正懒洋洋地
沐浴着柔婉的晨曦，丰满的面
颊显得更加可爱。时值正午，
我已在树下跑得满头大汗，旁
边的大黄狗也吐着舌头，我也
想上树去敲敲栗子。

我趁着大人们不注意，
像只小猴一样窜上了树，当
时我还太小，却也不知道害
怕，只是顺着自己蠢蠢欲动
的好奇心，一点一点爬上树。
我把两只胳膊架在树枝上，
一步一步挪向枝头，先伸出
右脚探一探旁边的树枝，左
脚一蹬，慌乱之中丢掉了手
中的木棍，又不肯下树，就狠
下了心，亦步亦趋地走近栗

子球，用双手托起它肥嘟嘟
的身体，用手一握，虽被刺得
生疼，但却满心喜悦，于是用
清 亮 的 童 声 大 喊 了 一 声 ：

“哈！”一阵狂喜后，直接从树
上跳了下来。这时家长们定
睛一看：一个满身是叶子和
针刺的小女孩，手被扎得通
红，躺在林间的黄土上摆成
一个“大”字，放肆地笑着。

该回家了，美好的时光总
是那么短暂让人沉醉，我剥了
两个生栗子，一边招呼黄狗，
一边盘腿坐下，轻轻拍打着它
的脸颊，在它的耳边说：“你一
个，我一个。”然后把栗子塞进
嘴里，嘟起嘴，慢慢地嚼着，栗

子光滑带有纹路的身体滚动
在唇齿间，清甜的汁水迸溅在
口中，是童年的滋味。站起身，
背起小背篓，牵着黄狗，在轻
柔的风中，走下山去。晚霞的
光晕浮现在天际，笼罩着这一
片栗子林，天地间被染成了灼
灼的红色。

直到现在，栗子成熟时
节，我仍会在小街一角买一
包栗子，想起那段无忧无虑
的日子，想起那段斑驳的童
年时光，总是满怀期待地剥
开皮，但不复从前的滋味了。
最值得庆幸的是，当我回想
往日时光，那是人生中最美
的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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