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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神奇奇的的胖胖大大海海
栖霞市实验小学四年级一班 刘轲心 指导教师 李海霞

水水生生大大蒜蒜
栖霞市实验小学四年级一班 王加桢 指导教师 李海霞

学学骑骑自自行行车车
栖霞市实验小学四年级一班 史钟文 指导教师 李海霞

这这句句名名言言激激励励我我前前进进
栖霞市实验小学四年级一班 胡笑晗 指导教师 李海霞

征征服服磁磁山山
栖霞市实验小学

四年级一班 王博

指导教师 李海霞

清清明明节节
烟台星海艺校

三年级一班 王钰璎

指导教师 高艳萍

今天，李老师给我们上了
一节特别精彩的课，通过这节
课，我们认识了一种非常神奇
的植物——— 胖大海。

上课了，李老师先给我们
每个小组发了一颗又干又硬的
东西，它呈椭圆形，样子像一颗
晒干了的小枣，一头大，一头
小，中间最粗；它穿着一件棕褐
色的“外衣”；整个身子皱皱的、
硬硬的，真难看。

别看这个小东西其貌不
扬，可一放进热水里，马上就

“活”了，像一条“小金鱼”慢慢
游动起来，闻一闻，咦？怎么还
带有一点草药味儿？真奇怪。

快看，“小金鱼”开始吐泡
泡啦！只见它吐呀，吐呀，一会
儿，全身就都裂开了，泡泡逐渐
变成了海绵，不，更像是泡大了
的木耳，很快就涨满了整个杯
子。摇摇杯子，泡大的“木耳”也
随着飘荡起来。突然，我发现一
个“小桃核”也在跟着跳动，就
像一个小姑娘在花丛中舞蹈一
样，真有趣！

这一下，同学们的好奇心都
被勾了起来，纷纷抢着问老师：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呀？”老师笑
着说：“这个呀，就是我经常用来
泡水喝的胖大海。”“胖大海？”

“胖大海！”同学们一边兴奋地重
复着，一边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老师，是不是因为它一到水里
就‘胖’了，所以就起名叫胖大海
呀？”“哈哈”“哈哈”“哈哈哈！”伴
随着全班同学开心的笑声，我们
对这个小东西的印象更深了。这
时，我无意中发现，那些特地来

听课的老师，也几乎都在一边
笑，一边赞许地点着头呢！

“老师，您喝这个干么呀？”
又有同学刨根问底了。“因为
呀，胖大海能保护嗓子；不仅如
此，它还能治疗其他不少的病
呢……”没等老师把话说完，同
学们就端起杯子，大口大口地
喝了起来。你别说，还真是不难
喝呢。胖大海竟还是一种药，真
神奇！

好一节难忘的语文课，好
一个神奇的胖大海！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
断魂。”每当到了清明节，我都会想起
这首唐代诗人杜牧的诗句。

每年这一天到来，我们会来到
祖先或先烈的墓前放上一些鲜花，
烧上一些纸钱，来寄托对先人的思
念和祝福。期望他们能在别的世界
里过上美好的生活，和我们一样幸
福快乐。

我想起了在那革命岁月里为新
中国的建立及民族的解放而抛头颅、
洒热血的先烈们。我们今天的幸福生
活是多么的来之不易！我们要珍惜现
在美好的生活。

“风雨梨花寒食过，几家坟上子
孙来？”由于很多人都背井离乡，现在
人们有的用其他方式来思念祖先。

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在清明节这
一天表达对祖先的思念，更加珍惜美
好的生活，我们要努力学习，让祖国
变得更加美好！

假期里的一天，我们和大姨一
家约好一起去爬磁山。磁山位于烟
台市开发区的西部，据说因为山上
有磁石，叫作磁山。我迫不及待地想
立刻征服它。

一路上，我们说说笑笑，兴奋不
已。很快，我们来到了磁山脚下。

“哇，磁山，我来了！”刚一下车，我大
喊一声飞奔向前。

刚开始，我爬得很带劲，连走带
跑，一马当先，冲到所有人的前面，
大家都夸我很厉害，我也自豪得不
得了。可是，好景不长，爬了一会儿，
我就爬不动了，腿开始发软，背也直
不起来了，速度很快慢了下来，我也
落在了大家后面。妈妈回头鼓励我
说：“爬山需要耐力，不能三分钟热
血。别灰心，你一定行！”听了妈妈的
话，我知道自己有些心急了。我接连
做了几次深呼吸，很快我坚定地说：

“对，我不能放弃，我一定要坚持！”
我鼓足勇气，一步一个台阶，开

始努力地向上攀登。又过了20分钟，
我实在没有力气了，腿都开始发抖
了。这时候，姨夫伸手拉了我一把：

“就这样半途而废，多可惜啊！加油，
咱们来个比赛，咋样？”我可不能让
大家笑话我，于是，我下定决心，一
定要爬上山顶。“来吧，没问题！”我
重新振作精神。

我像个小猴子一样，一会儿攀
着铁链上，一会儿手脚并用，奋力向
着峰顶爬去。在险峻的地方，我小心
翼翼地，大气不敢喘一下：在平坦的
地方，我可算是大步如飞。
爬 呀 爬 ，我 终 于 登 上 了 磁 山 主
峰——— 神龟望海。站在高处，我遥望
大海，天地是那样广阔，我为自己欢
呼，为自己自豪：“我赢了！”

我相信，下一次爬山，我一定会
像今天这样，加油，加油，再加油，坚
决不放弃！

我终于征服了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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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稿 件 发 送 到
qlwbjryt@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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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幸福福在在彼彼岸岸？？于于我我何何加加焉焉
烟台二中高二十三班 王盛元

“也许，幸福尽在对岸。”
泰戈尔《错觉》这一句诗想必
在绝大多数人的心中留下过
足迹，而正如诗题所言，错觉。
如若彼岸实存幸福，而于我何
加焉？

首先，幸福不一定存在于
彼岸，人之所以而为人，人类社
会进步繁荣，追根究底，我认为
是一“欲”字。而正是这欲字迷
惑了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觉得
没有得到的便是最好的，让我
们无法看清眼前的这些美丽，
以至于到了真正失去了什么

东西，我们才会懊恼得
恍然大悟般地发出

慨叹“早

些我怎么没发现……”。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病

房中躺着两位病人，靠窗那位
每天给靠门的讲述窗外的红花
绿草，孩童纸鸢，靠门人心中各
种羡慕嫉妒恨，以至于到了靠
窗的人生命现象骤停，他竟处
之坦然，而终如他所愿，他已到
了靠窗的位置，不过他看到的
只是一面墙。

于此我们看出，幸福并非
在彼岸，也许我们正沐浴其中，
而在我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奔
赴彼岸之时，便是我们一点

点失掉幸福之时。
其次，即便你切切

实实地看到了彼岸的
幸福，你所需要做

的 仅 仅 是 告 诉
自 己“ 啊 ，那

儿有幸福，
我 知 道

了，但

我身边的幸福也不少”。
霍金在被问到被卢伽雷病

剥夺了幸福之后是否有所怨恨
之时，他用还能运动的手指，艰
难地叩击键盘“我的手指还能
活动，我的大脑还能思维，我有
终生追求的梦想，我有我爱的
和爱我的家人……”。

于我看来，霍金并不幸福，
如此之天才却被禁锢在了轮椅
上，而于霍金来看，他是幸福
的。

善于发现身边的幸福，这
是一种本领，当你认同自己正
于幸福之中，你才能慢下脚步，
真正地享受它。即便远方彼岸
有什么，而于我又何加焉。幸福
会跑，但他不会溜走。慢下来，
幸福便会跟上来。

下一次想到彼岸，我会很
坦然。

不过叹一句：幸福在彼岸？
于我何加焉。

格言警语，就像是人类智
慧长河中闪光的珍珠，前人通
过体验生活而总结出来了许
许多多的名言警句教导我们、
启迪我们、告诫我们并激励我
们不断奋进。在众多的名言警
句中，我最喜欢的、激励我前
进的就是“宝剑锋从磨砺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

记得我刚开始学拉丁舞
的时候觉得非常难，怎么学也
学不会，可是其他同学都学得
非常快。老师让我们跟着音乐
跳一遍，别的同学都能跟得上

节奏，唯独我，就像一个怪物
似的，和他们根本不搭边。老
师和同学的目光“刷”地转移
到我的身上，我的脸霎时像红
苹果一样，恨不得找个地缝钻
下去，手脚都不知道应该放在
哪里了，好不容易坚持到下
课。

回到家后我对妈妈说：
“妈妈，我不想学拉丁舞了。”
妈妈疑惑不解：“为什么？老师
教得不好吗？还是有同学笑话
你跳得不好？”我低下头说：

“我总是学不会，和同学们比

就跟个怪物似的。”妈妈语重
心长地对我说：“宝贝，不要灰
心，俗话说‘宝剑锋从磨砺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就是说宝
剑的锋利和梅花的无比清香
都是经过了很多的磨难才得
来的，你要想取得成功，就要
能吃苦，多锻炼，要靠自己的
努力来赢得胜利，妈妈陪你一
起练，你一定能比别的同学跳
得好。”

我虚心听取了妈妈的话，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加倍地练
努力地学，认真地听，果然功

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可以和
其他同学跳得一样好，并且还
学会了数节拍，老师夸我进步
大，同学们也投来了赞许的目
光。在我的努力下，去年我很
顺利地取得了铜牌，我品尝到
了付出努力后的成功，别提有
多高兴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当我
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都会用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
苦寒来”这句名言来鼓励自已
不要灰心，要努力才能取得成
功。

前段时间老师建议我们
种一盆大蒜，正好赶上家里
有些发了芽的大蒜。我把老
师的要求回家告诉妈妈，我
们说干就干，马上行动。我们
先找出一个小塑料碗，倒上
水，把大蒜一个个跟排队似
的排列整齐。我想：大蒜离开
土能长吗？虽然水也有让植
物生长的养分，但肯定没土
多吧，再说了，海里的海草和
河里的水藻虽然也能生活在
水里，但总是有根在土里的。
带着一脑袋的疑惑和牵挂，
我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我发现蒜宝宝
长大了，露出了嫩白的“肌
肤”，再看头顶，已经露出了
一两片新叶子，看看碗底，昨
天倒的水已经快被喝干了。

我有一丝感动，感动于生命
的顽强，仅仅是给予它一点
水呀！

几 天 后 ，蒜 宝 宝 长 大
了，可以叫它蒜苗了。我用
尺子量了量，足足有12厘米
了。虽不很高大，但在我眼
里却已经犹如一片树林。那
绿色是生命之绿，是充满生
机的绿，是任何人造色都无
法匹敌的绿，那绿是蒜苗的
生命结晶，是蒜苗生长这么
多天的结果啊！

查阅资料后我知道了，蒜
的再生能力很强，一盘蒜苗能
生长好几次。看后我对大蒜肃
然起敬：只需一点水就能生
长，被割断还会再生，这种精
神跟温室里的花草比真是天
壤之别！

清明小长假，妈妈给我
买了一辆自行车。我特别喜
欢。

我兴奋地对妈妈说：“我
有自己的自行车啦！我要学
骑自行车。”

可是，接过车来，我把自
行车抓住，车子就不听我使唤
了，车要倒，我人也要倒似的。
我摸不着头脑，不知该咋办
了？妈妈见了，鼓励我说：“钟
文，不要担心，万事开头难，只
怕有心人，你一定会成功的。”

然后妈妈耐心地开始教我学
骑自行车。

骑自行车前，首先要学
会怎样能平稳地推着自行车
向前走；再自己坐到坐凳上，
一只脚放在脚蹬上，踩着地
的脚向前一蹬，另一只脚则
用劲地把脚向下蹬，车子就
会向前走了，这时人必须坐
正，眼看前方，不能左摇右
晃，慢慢地就可以把踩着地
的脚也放在脚蹬上，两只脚
都踩着脚蹬，我就会骑自行
车了。

倒了再骑，骑了再摔，没
关系，再来一次！果然，练了
半个小时，我终于学会了骑
自行车。同学们，如果你还不
会骑自行车，不妨学着我的
方法来学会骑自行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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