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荷2015年5月12日 星期二 编辑：李楠楠 美编：李艳梅 校对：周宣刚今 日 烟 台 <<<< C15

招招虎虎山山，，我我来来啦啦
栖霞市实验小学四年级一班 马浩然 指导教师 李海霞

爬爬山山
芝罘区南山路小学二年级四班 左欣扬

我我爱爱画画画画
芝罘区上尧小学三年级 程凯

严严父父慈慈母母伴伴我我成成长长
栖霞市实验小学四年级一班 崔景智 指导教师 李海霞

夏夏天天来来了了
烟大附中

四年级三班 周澄溟

指导教师 任冰冰

跳跳蚤蚤市市场场
栖霞市实验小学

四年级一班 李东阳

指导教师 李海霞

有有趣趣的的《《森森林林报报》》
栖霞市实验小学四年级一班 周府骏 指导教师 李海霞

默默中期待着，学校的图书跳
蚤市场终于姗姗而来。

我们带着兴奋和好奇的心情来
到校园，哇塞，昔日美丽的校园顿时
变成了市场，人山人海，人声鼎沸，
十分的壮观和热闹。我和同桌马上
涌入人潮中去淘书，我们边转边看，
一个小铺中花花绿绿的图书吸引了
我们的眼球，我们迫不及待地翻看
着，这时，我看到《假如给我三天光
明》这本励志书，记得以前在书店见
过，但是没有买，这次正好还可以打
五折呢，于是我就毫不犹豫地出手
买下了。哈啊哈……成功淘到一本。
我们越逛越兴奋，我先后又买到《意
林少年版》《神奇山谷》《小学生必
读》等几本好书，收获还是颇丰的。

逛了大约半个小时，我跟同桌
说，该我们当老板了。于是回到我们
班的书摊前，把我们准备的书拿出
来开始吆喝。我一共拿了五本书，其
实都是我舍不得的宝贝，不过为了
这个活动，跟大家相互交流也就不
在乎了。我做了个深呼吸，模仿着其
他同学吆喝起来，“走过路过，千万
不要错过。”“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
店了啊。”可是过了好久也没人来
买。正在我失望的时候，一位可爱的
阿姨走过来，说：“小家伙，这两本书
我要了。”阿姨给了我九元钱，我兴
奋不已地说：“谢谢阿姨！”之后其他
几本书也相继卖掉，最后一合计，哈
哈我卖了五本书，又买了五本书，并
且手里还多了六元钱，赚大发了
啊……

图书跳蚤市场真好，它让每一
位同学都参与其中，以较低的价钱
买到自己心仪的图书，而且自己读
过的书又可以卖给别人，让图书在
爱书人之间漂流，发挥了它真正的
价值，真的是乐在其中，其乐无穷！
好 期 待 下 次 的 跳 蚤市场 早 日 来
到……

春天，不知不觉悄然离去，我们
翘首期盼的夏天华丽归来了！

夏天来了，我们的城市更美了！
树木枝繁叶茂，花儿鲜艳芬芳，小草
精神抖擞。小动物们也来凑热闹，尽
情地表演大合唱呢，白天知了来伴
奏，夜晚蛙声一片片。我们躺在树荫
下柔软的草地上，仰望着蔚蓝的天
空，看着飘动的白云，所有的疲劳都
一扫而空啦！到了晚上，天空中繁星
点点，一颗，两颗 ,数不清。那闪烁的
星星上，有我们美好的梦想，虽然遥
远，但只要我们一步一步踏实努力，
总有一天会实现！

夏天来了，我们的娱乐活动更
多了！三五个人在草地上踢足球，骄
阳似火也阻挡不了我们拥抱夏天的
决心。我们尽情嬉戏，哪怕汗流浃
背，也快乐无比。玩耍累了我们还可
以到参天大树下，纳凉阅读，岂不乐
哉？我们烟台的小伙伴们最喜欢奔
赴海边，在大海里无忧无虑地游泳，
拾蛤蜊，在海滩上堆沙雕，吃烧烤，
真是快活似神仙！

夏天来了，我们可有口福了！桃
子、李子、西瓜、苹果……数不胜数
啊！你瞧，那粉嫩的桃子，吃完齿颊
留香，回味无穷；红灯笼似的大樱
桃，酸甜适中，咬一口，美味汁液简
直就流到心里啊；还有那绿皮红瓤
的大西瓜，真是夏天的好拍档，几个
人一起分享，解渴又消暑。

夏天，有幸生活在海边，真好！
欢迎大家来我们这儿过个清凉的夏
天！

去年暑假，“烟台市中小学
生暑期社会基地群——— 实践大
课堂”活动的开展，让我参观了
好几处场馆、基地。其中给我印
象最深刻的是海阳招虎山国家
森林公园。

那天清晨，我们早早地起
床，跟爸爸的众多好朋友结伴
去海阳招虎山。我们用了大约1

个半小时到达了目的地，稍作
休息就开始爬山。

招虎山，一个令人生畏的
地名。然而，当你步入招虎山国
家森林公园看到的却是另一番
景致——— 悠闲宁静、山水相依，
不时有鸟儿从你的头顶飞过。
进入公园首先看到的是传说中

的九龙湖。从九龙湖入山还有
两公里的路程，我们乘坐了一
辆红色的电瓶观光车。由于刚
下过雨，风凉凉地扑面而来，小
火车的顶棚还不时的有水珠滑
落，疾驰的小火车里笑声不断。

说实话，招虎山没有我想
象中那么高、那么陡，我跟大
庆路小学的同学一直走在队
伍的最前面。走到不远处就是
一座用木板制成的吊桥，走在
上面摇摇晃晃的有点害怕，同
行的叔叔们还特意地蹦几个
高吓唬我们。开始爬的一段路
上，没有凉亭，所以我们只好
爬一会儿，站着休息一会儿，
或是坐在台阶上休息一会儿。

我们一直爬得很轻松 ,有时甚
至把他们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只是爸爸妈妈不放心我们两
个小同学冲在前面，一直在后
面吆喝我们，我们才刻意放慢
速度。弯弯曲曲的石间小路，
哗啦哗啦的山涧小溪，还有高
大的树木，再加上时不时钻出
的各种怪异的小昆虫，让我们
一路上大呼小叫的。谈笑声，
惊呼声，一直在山间环绕。快
到山顶时，看到了几座精致的
小凉亭，于是我们一鼓作气爬
上了山顶。啊，招虎山，我来
啦！在山顶的凉亭里，清凉的
风吹着我们，我们边吃边喝，
边玩边欣赏山下的景色。那一

排排整齐的梯田，一座座不停
转动的风车，甚至远处九龙池
里那波光粼粼的水面，都映入
我们的眼帘，让我们一览无
余，心里不由得感叹：“招虎山
的景色真美呀！”

俗话说得好“上山容易，下
山难”，还真是的。往山下走时，
我的腿就有点不听使唤了，下
到半山腰，坐下休息时，我的腿
就直打哆嗦。但我没有放弃，依
然走在下山的最前面。

通过“社会基地群——— 实
践大课堂”的活动，我增长了不
少见识，既锻炼了身体，又丰富
了假期生活。好期盼今年暑假
的快些到来啊！

《森林报》是我收藏的众多
科普书中我最喜欢的一套，这
部名著是苏联著名科普作家
维·比安基的代表作。他用轻快
的笔调、采用报刊形式，按春、
夏、秋、冬四季12个月，有层次、
有类别地报道森林中的新闻，
将动植物的生活表现得栩栩如
生，引人入胜。

春天里的森林是动物们的
乐园，百灵、林鹨、鹀鸟、啄木
鸟、山雀在林间飞舞，地面上的
小动物也上演着精彩的剧情，
这其中最有趣的是《狐狸把老
獾赶出了家》，太有意思啦：狐
狸家里出事了！洞里的天花板

塌了，差点儿没把它的小宝贝
砸死。狐狸一看，大事不好，看
来得搬家了。于是，狐狸就到獾
家里来了。獾有一套好房子，是
自己挖的，房子既有入口，又有
出口，并且还有分岔，地道错综
复杂，这都是为了防备敌人发
动突然攻击，逃生用的。而且，
这个洞很宽敞，都够两个家庭
住了。狐狸央求獾借一间房子
给它住，獾却一口回绝了。

獾 可是个 很 讲 究 的 主
人，它爱干净，爱整齐，容不
得哪儿有一点儿脏东西。怎
么能让别的家庭住进来呢？
再说，还带着小孩子！狐狸被

獾撵了出去。狐狸几时受过
这样的待遇，它气极了。“好
哇，你就走着瞧吧！”狐狸假
装走到树林里去了，实际上，
它就躲在灌木丛后边，坐在
那里等着呢。獾探出头瞧了
瞧，狐狸没在这儿。于是，它
放心地爬出洞来，去树林里
找蜗牛吃。狐狸迅速溜进洞
里，在地上拉了一泡屎，把屋
里弄得脏乱不堪，然后溜之
大吉。獾回家一看：哎呀！怎
么这么臭，这么脏啊！它气得
不得了，哼哼唧唧地拉着家
当离开了，决定去别的地方
再挖个新洞。哈哈，这正中狐

狸的心愿，它把小狐狸们都
衔了过来，在獾洞里舒舒服
服地住下了。

相信你读完这个故事也一
定会忍不住笑起来，动物们竟
然有这样的智慧，动物间竟然
会发生这样斗智斗勇的故事。
森林中精彩的故事每天都在上
演，你知道森林中愉快的节日
和可悲的事件有哪些吗？你知
道森林中的英雄和神秘的夜行
大盗都是谁吗？《森林报》是一
本比故事更精彩，比童话更具
吸引力的科普圣经，欢迎大家
与我一起细细品读每一个小故
事。

学完《“精彩极了”和“糟糕
透了”》这篇文章，我对父母之
爱有了更深的理解。

这是美国著名作家巴德·
舒尔伯格在回忆少年时代的
往事时，突想到此事有感而
发，写出此作。七八岁的小巴
迪写了一首诗，妈妈感到“精
彩极了”，他沾沾自喜；父亲却
感到“糟糕透了”，他伤心痛
哭。少年时代的巴迪虽然不理
解这两个极端的评价，但他在
母亲的热情鼓励和父亲的严
厉管教下，长大后成为一位著

名的作家，同时也明白了父母
这两种极端的话语有一个共
同的出发点——— 那就是爱！读
完这篇文章，我深刻地体会到
巴迪是多么的幸运：妈妈说的

“精彩极了”，其实是一种慈祥
的爱，鼓励式的爱；父亲说的

“糟糕透了”，则是一种严厉的
爱，严格要求的爱。这两种爱
促使他既不自傲又不自卑，顺
利长大成才。

这篇课文让我想起了我温
馨的家，我也有一个严厉的父
亲和一个温柔的母亲，他们在

我成长的历程中付出了很多汗
水和心血。有一次，我的家庭作
业出现了三个“良”，面对着又
一次不算最高水平的作业，母
亲鼓励我说下次要努力，父亲
却毫不犹豫地把那页撕了。我
忍着泪水又重写了一遍，得到
了“优十”的等级和老师的表
扬。我终于明白了什么是“严父
慈母”，父亲的告诫让我多了一
份冷静与自律。

还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
楚，有一次我被狗咬了。母亲
一路奔跑过来，掀起我的裤腿

仔细查看着，急切地询问我：
“怎么样，没事吧？”而父亲却
虎着脸不分青红皂白，一顿猛
批：“你干什么不好，偏去跟狗
玩，自讨苦吃！”我有屈不敢
说，父亲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啊！这让我清楚地明白了：批
评其实是一种提醒，更是一种
鞭策。

我和文中的巴迪一样幸
运，在严父慈母爱的鼓励与鞭
策下，驾驶着生活的小船，努力
向前驶去，用不懈的努力去追
求自己的幸福。

今天，爸爸妈妈说要带我
去爬山，问我爬哪座山。我想
也不想便说：“塔山！”于是我
们驱车前往塔山。

到了塔山，我们把车停
下，便徒步往山上爬去。一开
始，我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不
停地捡树叶。一直到爸爸批评
了我，我才不捡了，认真地走
起路来。

走了一会儿后，我看到一
些小黄点。走近一看，原来是
连翘花。我很想采一枝，可是
爸爸不让，我只好作罢。接下
来，我们休息了一会儿，又往
前走。来爬山的人真多啊！我
看见一个叔叔和阿姨走上了
一段小台阶，好奇心强的我也
跟了上去。我回头看看爸妈，
他们依然不动。我坚持让他们
上来，妈妈妥协了，帮我一起
对付爸爸。爸爸过了一会儿也
投降了，我们一起走了上去。

不一会儿，我就发现上面
全是山路！我咬咬牙，还是继
续往上走。很快，我发现这条
山路并没有我想得那么简单。

我必须抓住身边的树根、树枝
和石头等东西，才能让自己站
稳脚跟。我还得手脚并用地
爬。呀，这才叫“爬山”呢！

乐极生悲啊，我向上爬时
不小心抓空了！乱石和沙子向
我冲来，我来不及躲闪，便紧紧
抓住旁边的一棵小树。可我的
手掌还是擦伤了。终于，我爬上
了山顶，看到了六和塔。回头看
自己走过的路，都被我抛到了
身后，我感到十分高兴。

我们开始下山了，路上（还
是山路）十分僻静。我们在乱石
堆里穿梭，踩在又软又滑又厚
的松针上，有好几次我都差一
点滑下去，但还是稳住了。走了
好长时间，终于我被树根绊倒
了，摔了个大屁股墩。最后，我
们在一棵大树下休息，吃了点
东西。很快我们走到了路的尽
头，是一堵墙。爸爸把我抱了下
去，还把妈妈也硬拽了下来（妈
妈不敢下来）。

我们告别塔山，开车回
家，吃热气腾腾的午饭啦！吆
呼！万岁！

我的课余爱好丰富多
彩，有写作、画画、滑板、书
法……你要问我最喜欢的是
什么？我便是对那色彩纷呈
的画画情有独钟。

我从小就喜欢画画，一
写完作业就画起画来，一幅
幅美丽的画卷在我的手中诞
生，爸爸妈妈都夸我是一名
小画家。无论到哪里我总会
带上我的画板和画笔，有了
它们快乐就会伴随我的左
右。

假日里，爸爸在家看书
的时候，在书中发现了一幅
非常美丽的画———《清明上
河图》。他是著名的画家张择
端画的，这是一幅名扬中外
的画。我被这幅画深深地吸
引了，我决定我也要画一幅

《清明上河图》。
我先从长街画起，街上

有挂着各种招牌的店铺、作
坊、酒楼、茶馆……这些并不
难，最难的是画人物。画中的
人物相貌各异，形态不同，有

挑担的，有叫卖的小贩，有倚
在窗边看风景的，惟妙惟肖，
真不愧是大师作品！

可是要画好人物可不是
一件简单的事情。每天我都
用心抽出时间画，不知不觉
一个月过去了，我用了九牛
二虎之力才把人物画完。

我陶醉在画里仿佛看到
了八百多年以前的古都风
貌，看到了当时普通百姓生
活的情景。画完这幅画我突
然发现我的画画技艺进步了
许多，不禁喜上眉梢。

我喜欢画画，相信总有
一天经过努力我也会成为像
张择端那样著名的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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