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快乐乐的的海海泳泳
牟平区第二实验小学四年级三班 尚昕悦 指导教师 王荣荣

妈妈把午饭做好了，热气
腾腾的饭菜摆满了桌子。

爸爸早早坐在饭桌前，边
咽口水边等儿子来吃饭。可是
左等右等，就是不见儿子过来。
爸爸摸着咕咕乱叫的肚子，有
点着急地问妈妈：“为什么儿子
这么长时间都不来吃饭？他在
干什么？”妈妈没说话，用围裙
抹了抹手，指了指儿子的房间。
爸爸扯着嗓子喊了几声：“儿
子，过来吃饭！”儿子的房间里

却没有一丝动静。
“这个臭小子！”爸爸有些

生气，站起身来，朝儿子的房间
走去。他边走边喊道：“儿子，饭
都凉了，不来吃饭你到底在那
儿干啥？！”房间里还是没动静。

爸爸气得推门而入，只见
那个宝贝儿子趴在地板上，双
手支着脑袋，两条小腿晃来晃
去，正在那儿眉飞色舞地读着
一本书，嘴里还不住念念有词，
看起来读得津津有味。

爸爸举手拍了儿子脑袋一
下：“这么叫你你都听不见啊？！
快吃饭去！”儿子全身一颤，这
才回过神来，恋恋不舍地站起
身，朝饭厅走去，边走边回头瞄
了书好几眼。

爸爸见儿子走了，心想：
“是什么书让儿子如此着迷？”
于是他弯腰低头，好奇地瞟了
一眼那本书……

饭桌前，妈妈和儿子在等
爸爸。他们左等右等，爸爸却不

过来。妈妈很生气：“吃个饭，怎
么叫过来一个，另一个又走了？
儿子，赶快去看一下你爸爸在
里面干什么？”儿子不情不愿地
站起来，边走边喊：“爸爸，你在
干什么？怎么我出来了，你又不
出来了？”他不耐烦地推开房
门。

只见爸爸趴在地板上，双
手支着头，两条腿晃荡着，眉飞
色舞、津津有味地读着儿子之
前读的那本书……

我家养了三只蚕宝宝。黑
色的小小的身躯趴在桑叶上，
不停地吃，很快让自己强壮了
起来。桑叶吃得越来越多，蚕的
身体也变的越来越大，颜色渐
渐地变白了。

两周后，每只蚕已经有一
根小拇指那么粗了。它们渐渐
地停止了吃桑叶，也没有以前

那么灵活了，之后她便开始蜕
皮。蜕皮时约有一天的时间，
如睡眠般得不吃也不动，这是

“休眠”。经过四次蜕皮后，就
开始结茧了——— 它们用所有
的力气吐丝把自己包起来，那
洁白的丝不停地从蚕的嘴巴
里吐出。

三到四天后蚕已经把自己
包得严严实实，没有一点缝隙
了。蚕就在茧里面度过了一些
时光。

蚕慢慢地从茧里钻了出
来。那对俊俏洁白的翅膀伸了
出来，接着一个小脑袋露了出
来，慢慢地，全身都出来了。它
破茧成蝶了！

它在阳光下等待。原来蚕
的翅膀还很湿，还不能飞起来。

第二天我早上起来一看，
啊！它飞起来了，它们在如此灿
烂的阳光下轻盈地在空中翩翩
起舞，我把窗打开，它就飞了出
去。我看着它们飞向了那远方
的朝霞……

春天来了，给大地带来
了一片生机。正是植树的好
时 节 ，因 为 ，我 们 需 要 绿
色——— 绿色，让空气更清新，
让景色更美丽，让我们一起
用心、用劳动和汗水一起创
造美丽的新世界吧！

三月十二日——— 植树
节，这天，我和爸爸妈妈还
有朋友们一起来到山上植
树。天气格外的蓝，空气中
洋溢着一阵阵树木独特的
清香，上山植树的人们肩扛
手提着劳动工具，一片欢声
笑语。我和爸爸一起挖坑，
这真是个力气活，山上的黄
土很硬，爸爸用镐，我用锨，
一会工夫我俩就大汗淋漓
了。妈妈负责浇水，要从远
一点的地方取水，当然也不
轻松。但是因为心中高兴，
所以都干劲十足。很快，一
个坑挖好了，我扶着小树，
爸爸培土，妈妈浇水，看着
笔直挺立的小树苗，三个人

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会心的
微笑。周围的人们也在热火
朝天地干着，每个人的脸上
都满是汗水，每个人的脸上
都满是笑容。

一上午很快过去了，一
捆捆树苗都像战士一样挺立
起来了，一阵风拂过，它们轻
轻摇晃着枝桠，仿佛向我们
表示感谢！我一边擦着脸上
的汗水，一边骄傲地对爸爸
妈妈说：“我们一家栽了五棵
树呢！”

下山的路上，我仿佛看
到了几年后这些小树都长成
了大树，而光秃秃的山上也
绿树成荫、鲜花盛开。那时，
天会更蓝，空气会更清新，这
里将不仅仅是人们休闲、锻
炼的好地方，更会是鸟儿们
的家园。

我想，这一切很快就会
变成现实，随着人们的环保
意识越来越强，我们生活的
家园会越来越美好！

今天可真热呀，经过商讨，
我们决定去养马岛的海水浴场
游泳。

海水浴场里的人可真多
呀！多得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我
换上泳衣，把游泳圈套在腰上，
兴冲冲地跑向海边。

金黄色的沙滩上布满水
洼，走在上面好舒服呢！上面的
沙粒像是在给我挠痒痒，在我
的脚指头缝里钻来钻去，好调
皮啊！

哇，是大海！我拼命地跑向
大海的怀抱。浅滩的海带像是

在欢迎我，直缠我的脚，我开足
马力，十分高兴地奔向大海。当
海水平于我的腰时，我便借助
游泳圈浮了起来，向爸爸游去。
等叔叔一来，我们便打起了水
仗。

水仗的规则很简单，就是
利用水攻击别人，五局后被攻
击次数相加排出名次。

镜头一：游戏开始了，我一
个劲儿地向沙滩游去，这吸引
了叔叔。他可能想神不知鬼不
觉地潜水过来，然后向我泼水。
他刚过来时，我便使劲用手泼

水攻击了他。哈哈！叔叔被泼了
一脸水，咸乎乎的。而我，笑得
趴在了游泳圈上。

镜头二：正当我想如何攻
击他们时，叔叔来复仇了！他明
目张胆地向我一泼，我敏捷地
一躲，水泼到了一个胖胖的中
年妇女身上，看着叔叔满脸羞
愧的样子，我哈哈大笑，躲进人
群里消失了。

镜头三：我发现了他们，
我眼珠一转，哈哈，有办法捉
弄你们俩了！我仰面靠在了游
泳圈上，好像中暑了似的。他

们发现后，赶忙潜水过来。当
他们已经摸到游泳圈时，我大
叫了一声，双手一泼，便有了
两张满是海水的脸，我笑得呛
了两口海水，一边笑一边捶打
着游泳圈。

咳咳，这场水仗，100%是我
赢！因为我一次都没被泼着。叔
叔被泼三次，倒霉透顶；爸爸被
泼两次，也不咋地！哈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虽然很“快”就回
家了，但我们有说有笑，开心不
已！

今天，我拿着我“精心”调制
的泡泡水，准备出去玩。可是我一
不小心被绊了一下，瓶子也随着
我摇晃了起来，我担心地看了一
眼，呀！泡沫瞬间增加了很多，我
欣喜若狂，迫不及待地吹了起来。
啊！太美了，一大串，一大串的泡
泡就像一串璀璨的珍珠项链，不，
是一串宝石项链。在阳光的照射
下，“宝石”在阳光中闪着星星般
的光。

泡泡有的随风飘散，慵懒，散
漫、轻柔；有的直降落地上，干脆、
利落。

忽然，一个泡泡不小心落到
了带着晶莹的露珠的草尖上，

“呀！”我大叫一声，却没有想到泡
泡只是颤动了一下，就将草尖带
着露珠一块包到了里面了。我想：
连小泡泡都可以“包容”别人，我，
不是更应该这样吗？

“如果我是个泡泡就好了，可
以和太阳打招呼，和草儿拥抱，和
风儿跳舞，和雨滴唱唱歌。”我想
着，吹得更欢了，泡泡也舞得更美
了。

吹泡泡
牟平区五里头小学

四年级 孔祥纯

指导教师 于红

让让人人着着迷迷的的书书
芝罘区南通路小学四年级五班 孟亦真 指导教师 迟雪平

蚕蚕
烟台星海艺校三年级二班 于文瑞 指导老师 张振声

植植树树
烟台星海艺校三年级二班 高婵妮 指导教师 张振声

今天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爸爸要带我去“趣多多乐园”拼
插玩具飞机，我听了非常高兴。
到了那里，我迫不及待地下了
车，飞快地跑到柜台前交钱，选
择了一架小飞机的拼插玩具。我
兴奋地拿着它找到一个地方坐
下，把盒子拆开，小心翼翼地拼
插起来。

一开始我觉得很简单，但是
当我拼到机尾的时候，我怎么也
拼插不起来了。正当我要放弃的
时候，爸爸走过来，拍拍我的肩
膀说：“拼飞机要找窍门，一要学
会看说明书，准确地找准零件，
找准位置；二要对准零件的插口
用力插。三也是最重要的，做任
何事情都要有耐心哦！”在爸爸
的引导下，我终于通过自己的努
力拼插出了一架精致的小飞机。

通过这件事，我明白了做什
么事都是有窍门的，我们要善于
观察，认真思考，并且要有一定
的耐心和毅力。

玩具飞机
莱山区实验小学

一年级六班 杨昕宇

指导教师 王韶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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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雨中中登登九九仙仙山山
烟台星海艺校五年级二班 赵心妍 指导教师 史崇敏

五一假期，爸爸妈妈带我
去日照旅行。去日照，最美的
莫过于九仙山。经过三四个小
时的车程，我们到达了目的
地。路上，导游为我们介绍了
九仙山：传说，当年九仙山上
住着一条黑龙，它常年吐火，
破坏环境，周围都寸草不生，
附近的百姓也是痛不欲生。八
仙与山神看到了这一幕，便合
力将黑龙斩除，还在山上撒满
了草种，才有了今天鸟语花香
的九仙山。我听完后，点了点
头，望着窗外那青山绿水的景
色，若有所思。

天气本应晴朗，可天公不
作美，今天碰巧下雨，我们只
好穿着雨衣爬山。刚一下车，
我就被九仙山的美丽景色迷
住了：九仙山高大挺拔，山与
山之间紧密相连，好似一条蜿

蜒起伏的长龙。大山十分险
峻，屹立在天边，好像一不小
心就会倒下来。在九仙山山顶
云雾缭绕，山头若隐若现，如
入仙境一般。我不由得赞叹
道：“九仙山真美啊！”

我们开始爬山，雨越下越
大，形成一片雨帘，处处弥漫
着清新的泥土的气息。雨下遍
了每一个角落，小草变得绿油
油，不知名的野花也开始绽
放，红的、黄的、紫的……显示
出勃勃生机。在野花绿草的点
缀下，九仙山变得更加美丽动
人，让人流连忘返。

雨中的山路有些湿滑，狭
窄的小路只能容得下一人行
走，我们小心翼翼地继续前
行，我似乎感觉到这样的山路
会一直走下去，正当我们对周
围的景色有些视觉疲劳了，眼

前的一座木桩桥映入我们的
视野，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啊。桥下是
一条小河，湍急的水流形成一
条小瀑布，雪白的浪花喷涌而
下，融入奔腾的江河中去。雨
落在河中，泛起一个个小水
纹，慢慢扩散开来。我们开心
的过了桥，进入一片树林中，
小路两旁的树木郁郁葱葱，形
成一个绿色的篷帐为我们遮
风挡雨。我在欣赏景色的过程
中，被一棵松树吸引了，那棵
松树四周闪闪发光，好像镶着
一条金边。我走近一看，松树
的每一支松针尖上都有一滴
晶莹的雨滴，在反射下发出耀
眼的光芒。

不知不觉中，雨停了，天
空变得碧蓝，太阳出来了。经
过3公里的山间穿行，我们来

到了竹园。这里开满了映山
红，这一簇，那一丛，有殷红
的、嫩粉的，还有淡紫的。这些
花散发着清香，我们贪婪地呼
吸着这大自然的香气，站在群
花中央，仿佛置身于桃源仙
境。走上木亭，望着水面，湖水
十分清澈，可以看到湖底的沙
石。那波光粼粼的水面在太阳
的照耀下闪闪发光，仿佛披上
了一层金衣。碧绿的湖水又似
一块无瑕的翡翠，清风吹过，
湖面泛起微微涟漪。我坐在木
椅上，望着那如诗如画的景
色，十分惬意。

天渐渐暗下来，我们已经
在九仙山度过了一天的时间。
太阳落山了，红色的余辉洒在
周围，与天空融为一体，映照
着那九座仙山。美丽动人的九
仙山，我赞美你，喜欢你！！

我家里养了一缸可爱的热带
鱼，其中我最喜欢的热带鱼是两
条蓝鲨。

我从网上查资料得知热带鱼
蓝鲨也叫斧头鲨、虎头鲨，属于鲇
形目，原产地在泰国、马来西亚。
体长约为8-15cm，它有黑、白、灰、
红四种颜色。

我家两条蓝鲨的颜色是黑色
的，黑色的皮肤上稍微有一点浅
绿色的花纹，白白的肚皮上长着
一对黑色的鳍，它的尾鳍分叉很
大，像一把锋利的剪刀；它的眼睛
圆溜溜、亮晶晶的；平时他动作缓
慢，受到惊吓时会迅速地摇着尾
巴逃跑。

蓝鲨是杂食性鱼类，它除了
吃水中各种腐烂的动物体及植物
碎屑，还吃人工喂养的饲料，他对
低氧的耐受能力比较强，但对低
温的耐受能力较弱，他生长的适
宜水温为22-26摄氏度，水温低于
12度就会死亡。所以我给它配备了
一个加热棒，这样鱼缸中的水温
会常年保持在22-26摄氏度之间。

我很喜欢蓝鲨，希望它能够
在我的细心照料下健康快乐地长
大。

热带鱼蓝鲨
莱山区实验小学

二年级一班 高一恒

指导教师 张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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