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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妈妈怕怕我我
芝罘区养正小学四年级四班 姜宇瀚 指导教师 赖淑贤

我我的的家家乡乡
开发区大季家中心小学五年级三班 季星宇 指导教师 张子玉

摘摘草草莓莓
芝罘区官庄小学四年级二班 马胜元 指导教师 周晓君

我我喜喜爱爱的的植植物物
芝罘区官庄小学

三年级二班 温可欣

指导教师 李霞

图图书书拍拍卖卖会会掠掠影影
牟平区新牟小学四年级一班 徐彤菲 指导教师 崔远红

快快乐乐的的磁磁山山之之行行
开发区大季家中心小学五年级三班 季星宇 指导教师 张子玉

老老师师这这招招真真好好
芝罘区葡萄山小学

五年级三班 王俊凯

指导教师 杨桂花

我的同桌黄帅上课的时候总
是管不住自己，左看看右说说，不
停地闹，换了好多同桌，都受不了
他了，我也实在受不了了。

有一天，我跑到办公室向杨
老师提出换位的要求，杨老师对
我说：“这不能怪黄帅，是他的父
母闹不和，导致这孩子心理受到
影响，没有心思上学，没有了自
信，就剩自卑了。”杨老师想了一
会说：“你看这样行不行，你流动
着跟每个同学做一天同桌，你坐
到哪个同学的位置上，哪个同学
就去跟黄帅一天同桌，并且这一
天还要时刻提醒他听讲，帮助他
解决学习上的困难。”这样黄帅就
会觉得同学没有歧视他，还会跟
他一起玩。”我恍然大悟，可是，我
好像就成了“流浪儿了”，但是为
了帮助同学，也值得了。老师又趁
黄帅不在教室的时候，把这个想
法和大家说了，要求我们人人都
要尽到“义务”。

第二天，我们就实行了这一
计划。先是曲泓涛去陪他，他有点
惊讶地看着曲泓涛，不过过了一
会，他又趴在桌子上感觉无所事
事了，次日又来一个学习最好的
女同学和他同桌，他有点开心了，
原来黄帅喜欢同学都过来陪他，
跟他玩。从这天以后，黄帅渐渐地
又开心了起来，活泼了起来。学习
成绩也开始上升了一些。我看到
同学和黄帅快乐玩耍的样子，我
觉得我不应该排挤他，应该多多
关心他。现在甚至有同学提出要
一直和黄帅做同桌。我心里也有
些内疚。所以说，同学之间互相关
心，互相帮助，才是硬道理！

杨老师看着现在的黄帅，脸
上流露出会心的微笑。杨老师这
一招真好！

我最喜爱的植物是蒲公英，
因为它可以给我们带来无数的快
乐。

有一天我和妹妹一起来到了
一片长满了蒲公英的草地上玩
耍，那无边无际的田野像撒满了
无数金子，我轻轻摘起一支便高
兴地吹了起来，看着那一朵朵的
蒲公英种子就像降落伞一样，把
快乐带向了远方……

玩累了，我们就躺在那长满
蒲公英的草地上，仿佛就像躺在
床上一样舒服,看着那湛蓝深远的
天空、郁郁葱葱的树木、还有欢蹦
乱 跳 的 小 鸟 在 树 枝 上 跳 来 跳
去……我便越来越喜欢蒲公英
了。

有时我会从书中找一些关于
蒲公英的资料。后来，我仔细观
察，发现蒲公英就像我们的手掌
一样可以张开合上，当它张开时，
它是金色的，草地也是金色的；当
它合拢时，金色的蒲公英被包住，
草地就变成绿色了……

蒲公英就是我最喜爱的植
物。

一个周三的中午，阳光暖
暖地照着我们的校园，伴着一
阵阵清脆的铃声，一场我们期
待已久的图书拍卖会开幕了。

我们捧着书和图书币，像
一群鸟儿飞下了楼。此时此刻，
操场上已经挤满了人，他们也
和我们一样，想要马上拍卖自
己的图书呢！

主持人崔老师发话了，现
在，我们要让各个级部的“图书
拍卖小能手”上台展示，“啪啪
啪”，一年级的“拍卖小能手”随
着大家连绵不断的掌声上了
台。这个小弟弟拍卖时好像在
讲一个故事，让大家听得连连
叫好。接着又是二年级、三年

级、四年级……，我们都惊讶不
已，没想到我们的校园里藏龙
卧虎，还有这样的“拍卖高手”！

接下来，我们可以拍卖自己
的图书了。操场上顿时变得热闹
非凡，同学们都努力地推荐着自
己的书：有同学大声喊着想“先声
夺人”；有的同学在使劲地游说，
真是说得比唱得都好听；有的同
学放下面子、低声下气地求人买
他的书。看着这些形形色色的推
销技巧，我真不知道，原来我们同
学的思维有这么发达。我也开始
拍卖起自己的书来，我将书摆到
了一个很显眼的地方，开始大声

“吆喝”起来，在我的努力下，我的
书卖了个很满意的价钱。

我的手里已经有了厚厚一沓
图书币了，我决定花光它们，去买
自己喜欢的书。说起这些图书币，
那可真是来之不易，我每天都努力
地学习，上课表现出色，作业也非
常干净整洁，并保证正确率。这些
可都是我为了挣到老师的图书币
而付出的努力呀！

我一口气买了好几本书，
那可都是我心仪已久的书啊！
眼看我手中的图书币不够用
了，我的好朋友立刻向我伸出
了援助之手，这让我感动不

已……
操场上洒满了阳光，同学

们都心满意足地坐在了长椅
上，读自己刚用辛苦换来的书，
也有人意犹未尽，捏着一大叠
图书币满脸遗憾……回到教
室，我坐下来，轻轻抚摸着手里
一本本散发着书香的财富，心
里好像有一朵花绽放了……

这次拍卖会中，我不仅收
获了图书，还收获了“销售”技
巧、友谊和快乐，这些快乐将伴
随我很久很久……

我的家乡在烟台，这个城
市不算大，名气可不小，这里
是秦始皇东巡的尽头，这里是
全国首批对外开放的城市。这
里风景优美，历史悠久，人杰
地灵。

山与海，构成烟台的主色
调。这里有美丽的昆嵛山、艾
山、烟台山、万米金沙滩……，
在山与海的怀抱里孕育了世
世代代的烟台人。

这里是有名的国际葡萄
酒城。早在一百年前，张裕白兰
地就获得国际金奖。今天，烟台
葡萄酒更是誉满中外。

这里是水果之乡。烟台苹
果莱阳梨早就驰名中外。这里
还有号称“北方春果第一枝”
的烟台大樱桃，还有色香诱人

的玫瑰香葡萄……
这里人杰地灵。民族英雄

戚继光使倭寇闻风丧胆；“甲
骨文之父”王懿荣发现了中国
最早的文字……

这里是八仙过海的地方，
美丽的蓬莱阁，美轮美奂的海
市蜃楼令人神往……

这里经济高速发展，东岳
汽车、大宇造船、烟台新机场
等蓬勃发展，使烟台成为全国
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

这 就 是 我 可 爱 的 家
乡——— 烟台，我生活在她的怀
抱里是多么幸福！我一定会加
倍努力学习，将来把我们的烟
台，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美
丽、富饶，早日实现我们共同
的中国梦！

又是一年芳草绿，又是一
年三月时，我们怎能辜负了这
大好的春光，一个周末，我跟着
爸爸、妈妈去采摘草莓。

一来到草莓园，好几个大棚
映入眼帘，我不禁发出感叹：“好
大的园子啊！”我们跟着人群走
进了一个大棚，草莓的甜香立刻
钻进了鼻子，满棚的绿色使我心
情舒畅，隐隐约约有几个红红的
草莓冒出来了，惹人嘴馋。

我迫不及待开始摘草莓
了。我躬着腰，轻轻地撩开密密
的叶子，只见中间躺着一些草
莓，最引人注目的要数中间那
个红红的大草莓，红得那么鲜
艳，感觉亮晶晶的，惹人喜爱。
它周围几个还大部分是白色
的，只有一点红色，没有成熟。

我想，这个大草莓肯定很骄傲，
因为这一丛就它长得最红润，
最饱满。我一手掐住草莓蒂，稍
一用力，草莓便下来了。我小心
翼翼地把它放到篮子中，继续
摘。我撩起叶片，又发现了许多
熟了的草莓，便不亦乐乎地摘
开了。一小会儿，我的小篮子已
经收获很多了。

我望着这散发着诱人香味
的草莓，拿起一个，轻轻咬了一
口，红润的果肉十分好吃，再一
嚼，一股甘甜的汁立即流入了
嗓子，十分舒服。随后，我边吃
边摘，体味着采摘草莓的快乐。

欢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短
暂，一上午就这么过去了，我们
满载而归，不仅收获了草莓，更
体味到了劳动的快乐。

我的妈妈三十多岁，戴着
一副金丝边眼镜，看上去文质
彬彬，聪慧秀气。她说话做事
井井有条，在我们家可是老
大，我爸怕她，我姥姥怕她，连
德高望重的姥爷都惧她三分。
我在家里年龄最小，地位最
低，我能不怕她吗？

但经过我的长期观察，发
现妈妈有时候会怕我，比如
说：有一天傍晚，放学的时候，
天突然下起了鹅毛般的大雪，
冻得我全身瑟瑟发抖，当我走
出校门看见妈妈站在学校门

口，身上落了一层厚厚的雪，
怀里抱着好多东西，有棉帽
子、棉衣……看到我，妈妈几
步跑过来把棉衣递给我，着急
地说，“赶紧穿上吧”。我说：

“妈妈，太麻烦了，快回家吧。”
妈妈温柔地说：“儿子，我怕你
冻着呀，赶快穿上，感冒了怎
么办？”唉，我只好穿上了大棉
袄，戴上了帽子。

你看，她这不是是怕我
吗？

一天吃晚饭时，我吃了几
口就放下了筷子，觉得头昏昏

沉沉的，就想睡觉。妈妈摸摸
我的额头突然提高了嗓门说：

“哎呀，好烫啊!”妈妈赶紧拿来
体温计量我的体温，过了一会
儿，她一看体温计。立刻惊讶
地叫起来：“怎么回事，都快烧
到四十度了？”扭头对还在吃
饭的爸爸说：“我怕儿子烧坏
了，得立刻上医院！”说完妈妈
叫爸爸背着我匆匆下楼，开车
拉着我去看医生，到医院后妈
妈找了一位最好的医生，给我
做了各项方面的检查，抓了
药，让我服下。这天晚上，妈妈
一宿都没睡，给我量体温，盖
被子，不时感觉到她温柔的大
手轻轻地抚摸我的额头、面
颊。第二天早上，我的烧不但
退了，而且感觉精神多了。看
看妈妈满脸疲惫的样子，我愧
疚地说：“妈妈，真对不起，我

又让你操心了。”妈妈嗔怪地
说：“傻儿子，我整个晚上看着
你是怕你再烧起来，你的小身
板哪能受得了啊！”这时，我心
里默默地想：

妈妈可真是怕我啊！
妈妈怕我的事情可多了，

比如：吃饭时，经常把鱼、排骨
和青菜夹在我的碗里，嘴里叨
念着说怕我正长身体营养跟
不上;写作业时，经常走过来板
正我的小肩膀，说怕我的眼睛
近视了；过马路时，她总是紧
紧拉着我的手，说怕我有危
险……

朋友，听了以上的故事，
你觉得到底是妈妈怕我，还是
我怕妈妈呢？嗨！不论是妈妈
怕我，还是我怕妈妈，都可以
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因为

“爱”。

早晨，我睁开朦胧的睡眼，
真不愿离开温暖的被窝。对了！
今天要去爬磁山，我用最快的
速度，洗漱完毕，狼吞虎咽地吃
完早餐，正巧阿姨打来要出发
的电话，哦，真是应时应景呀！

半个小时后，我们来到了
磁山脚下，唉！今天还真是冷，
我不禁缩了缩脖子。尽管如此，
也有很多人来爬山，一问妈妈
才知道今天是九九重阳节，也
是登山节！

“快点开始爬山吧！”我有
点迫不及待，急切地催促着妈
妈。终于在听完妈妈们叮嘱完
爬山注意事项后，我们启程了。

我像一只淘气的小猴子，上蹿
下跳，爬得十分轻快，不一会就
将他们落在了后面。老天好像
也很开心，跟我们做起了游戏，
时而晴空万里，时而下起了毛
毛细雨，时而狂风怒号。不知不
觉到了山顶。在山顶我们看到
了一道奇特的景色：以山为界
左边乌云密布，右边晴空万里，
不时还有云雾缥缈，甚是壮观。
脑海中不禁浮出了：“东边日出
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欣
赏着这无边美景，不禁为刚才
因为下雨而放弃爬山的人们遗
憾，同时也为自己欣喜呢！

最有趣的要数放风筝了，

在高高的山上放风筝还是头一
回呢！由于山上风很大，风筝很
容易就扶摇直上了。虽然不稳，
但我们兴奋的心也荡漾起来。
可天有不测风云，一股无来由
的“妖风”吹来，无情地将风筝
打落下来。我们没有放弃，又试
了几次，终于我们的风筝稳稳
地高悬空中了。风筝时而左，时
而右，时而上，时而下。静止时
明明是一只可爱的海豚的风
筝，这时却像一只凶猛的的鲨
鱼，看来真是精彩，引起了游人
的驻足观看。看着迎风而上的
风筝，我想我也要努力学习，像
风筝一样克服困难飞得又高又

远。
放完了风筝，已近中午。我

们找了片树林，阿姨准备得还
真齐全，还有吊床呢!把吊床的
绳子挂在两棵树的枝上，弄好
了我第一个钻进去体验，在吊
床上玩起了荡秋千，真惬意！我
躺在吊床上享受着阳光的沐
浴，吃着丰盛的午餐，真想这美
好的时光停留在这。让我感受
大自然的抚爱！

美好的时光过得真是快，
一转眼到了该下山的时候。我
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磁山，有机
会我还会再来的。此时磁山像
一位老人，正在向我挥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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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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