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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妈妈，，我我爱爱你你””
莱山区孙家滩小学三年级二班 陈琪 指导教师 王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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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征集令

今 日 烟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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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庙会时，我缠着妈妈给我
买了个拼装坦克。

一回到家，我就迫不及待地
拿了出来，准备拼装。不看不知
道，一看吓一跳，里面的零件真多
呀！

刚开始，我劲头十足，先从
拼装“履带”入手。拼着拼着，我
就泄气了，就像一个圆鼓鼓的气
球被针扎了一样。这时，我向妈
妈求助。妈妈说，自己的事情自
己做，她只能做我的助手。在妈
妈的帮助下，我又信心十足地做
了起来。

做完“履带”，我开始做坦克
的“框架”，然后，我把一个个小零
件安装在坦克上。时间一分一秒
地过去了。我仍然在认真、努力地
拼装着坦克。

这期间，我遇到了很多困难：
有些零件装不上去，要用心打磨；
有些零件抠不下来，需要用工具
小心翼翼地操作。

最后，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把坦克做好了。我心里乐开
了花，我抱着“坦克”拍起了照片，
看，我笑得多灿烂！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
欲断魂……”每年的这个节气，我
们都会在心里默默地吟诵这首唐
代诗人杜牧的诗句，来表达我们对
先人的思念之情。

这一天，我跟着爸爸来到先
人墓前，放置一束鲜花，放上一
些纸钱，表达我们对逝去亲人的
思念和祝福，并在心里默默地为
他们祈祷，祝福他们在天堂的那
一边能够和我们一样，幸福和快
乐地生活着。此时，我不禁回忆
起他们曾经和我们共同度过的
那些岁月。

远处春的景色渐入我的视线，
鸟儿唱着春天的奏鸣曲，漫山遍野
的桃花，遍地金灿灿的迎春花……
到处又是一片春意盎然、万物复苏
的景象，这又昭示着新生命的开
始，一个充满期望和祝福的开
始……

清明时节，在这样一个特殊的
日子里，我不禁思绪万千。

你听说过马家沟吗？没有
吧。但这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
却让我玩得十分开心。

5月2日的早晨8点，我和朋
友们都依次到了集合地点，就
兴高采烈地一起出发了。一路
上，我们十分期待，一起猜想那
里的景色。

终于到达目的地了！那里
非常美丽。我们住在小木屋里，
小木屋大多是一层或两层的，
错落有致。推开门，里面干净整
洁，所有日常用品都一应俱全。
而小木屋也被各种花草包围
着，那些花儿数不胜数，绿油油
的小草在风中摇曳。小树上也
开了花，粉的、白的、黄的、红
的，各色的花儿与绿色的大树
连接在一起，犹如美丽绿海中
的贝壳一般。那里还有一个游
乐园呢！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游
乐设施，如碰碰车，海盗船，脚

踏船等等。
我们下了车，准备去烧烤。

“哎呀，这些东西可真重啊！”我
说道。所有东西都搬好后，大人
就来弄烤炉。而孩子们呢？就要
去好好参观参观这里啦。

走着走着，我们被一个高
大的建筑吸引住了。那是一个
很大的宴会厅，许多圆桌和椅
子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一走进
门，我们就闻到了一股淡淡的
木香。“嗯，多么清香的味道
啊！”我说道，“难道这个小木
屋是用木头搭成的吗？”于是，
我把这个问题也告诉了爸爸。
他过来看到这里后，告诉我：

“这个屋子大部分的确是木头
的。”他还问我：“你能发现这
个宴会厅和普通的有什么区
别吗？”我环视四周，但就是没
有发现任何不同处。就和爸爸
请教：“有什么区别呀？”他回

答我：“这个地方没有柱子。”
果然，这里一根柱子也没有。

“没有柱子，这个房子不会倒
塌吗？”我又问道。“不会的，这
个房子的建筑材料大部分是
木 头 ，木 头 很 轻 ，不 需 要 柱
子。”他告诉我，“而且这里的
天花板也不是平的，而是三角
形的，这也能减少墙壁承受的
重量。”我恍然大悟，原来是这
样，又学到了一个新知识。

接着，我们回到了烧烤的

地方，吃烤肉，还做着游戏，开
开心心地度过了一个下午。

晚上，我们偶然听到了一
些歌声，去看看才知道，原来是
一个广场上正组织篝火晚会
呢。我们走过去参观，看到了点
燃篝火的过程，那火光是多么
美丽，大家都围着它跳舞，做游
戏……我们拿了一些烤肉过
来，一边吃一边看，悠哉游哉。

虽然我只在马家沟待了一
天，但我却十分开心。

五一假期，我们回了老
家去看爷爷奶奶，一到家，我
就给他们了一个热烈的拥
抱，然后就迫不及待地去找
我那调皮可爱的弟弟了。可
我一到楼上，目光就被一个
奇怪的东西吸引了过去。

这是一个蓝色的物体，
两头圆圆，中间扁扁，我用手
一摸，上面的圆球很硬，下面
的圆球软软的，挺富有弹性
的。这到底是什么？就在我百
思不得其解时，弟弟看见我
了，兴奋地边跑便喊：“姐姐，
那是我的新玩具，跳跳球！”话
音刚落，弟弟就拿起跳跳球，
开始给我展示他的新本领。只
见他手扶着墙，站在了脚踏板
上，跳了一会儿，他便双手离
墙，蹦着开始往前走，看他那
蹦蹦跳跳的身影，像极了一
只活蹦乱跳的小袋鼠。

看他玩了几次，我也跃

跃欲试，而且我也逐渐掌握
了窍门：双脚要紧紧夹住球，
上身要直立，重心要保持住。
就这样，我也手扶着墙，上了
跳跳球，可是因为没把握好
平衡，所以从球上掉下来了，
不过我并没有气馁，继续尝
试，终于，我能扶着东西跳
了。趁热打铁，我开始试着不
扶墙跳，第一次我没成功，不
过我想：不着急，慢慢来。慢
慢地，我也能不扶墙跳了！

就在我练习得满头大汗
时，小婶上来了，问我：“你想要
一个跳跳球吗？”我说：“太想
了！”小婶就像变魔术一样，从
身后变出一个紫色的跳跳球，
说：“看你学那么快，奖励你一
个！”“太棒了！”我兴奋得一蹦
三尺高，差点儿撞着房顶！

过了一会儿，人们只见
两只“小袋鼠”蹦出门外，扬
长而去……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
烟台人，对烟台有着别样的
情怀！烟台是一座美丽的海
滨城市，风景优美，物产丰
富！

烟台是个美丽的海滨
城市。金色的沙滩，蓝蓝的
海 水 ，每 当 我 有 烦 恼 的时
候，就来到海边，对着海边
大喊两声，把我的烦恼全部
都带走了！海水照在阳光之
下，波涛像顽皮的小孩似的
跳 跃 不 定 ，水 面 上 一 片 银
光，美极了！随着经济的高
速发展，烟台作为沿海开放
城市，凭着自身的地理优势
迅速发展。宽阔的马路，优
美的环境，一座座高楼大厦
平地而起。她连续几次被评
为最具魅力的文明城市！有
一个好消息是我们烟台的
高铁也开通了，人们可以乘
坐高铁更加舒适、便捷地来

烟台旅游。
烟台有品种繁多的特

产。这里有甘甜爽口的烟台
苹果，营养丰富，素来有“一
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的
俗语；这里有皮薄肉厚的莱
阳梨子，入口即化，咬一口
甜掉牙。莱阳梨不但好吃，
而且有润肺、止咳之效，颇
有名气；这里的大樱桃像一
个个小红灯笼，晶莹剔透，
酸酸甜甜的，让人看了就垂
涎三尺！在烟台，你更可以
品尝到驰名中外的张裕葡
萄 酒 。在 张 裕 酒 文 化 博 物
馆，你不但可以体验抽取葡
萄酒并把它装入自己喜欢
的瓶中的乐趣，而且可以了
解世界各地的葡萄酒文化，
让人流连忘返。

我爱我的家乡——— 烟
台，我愿为她的美丽、富饶
增砖添瓦！

大家知道著名舞剧《天鹅
湖》吗?今天，我给大家讲一讲
我去“天鹅湾”的故事，这次旅
行令我回味无穷，记忆犹新。

我和团队乘着巴士到了荣
成天鹅村，那里的村民和天鹅
十分友好，如同好朋友一样，我
跑到海湾，看见那北方来的“远
客”，我十分开心，它那雪白的
身体好似一只小白船，长长的
脖子和黑色的嘴十分美丽，那
两只黑色的脚像两只桨，让它
自由自在地遨游在水面上。原
来，这些天鹅是从俄罗斯北部
(就是西伯利亚地区)飞来避寒

冬的，11月30日到3月1日它们
会留在这里，到3月1日它们会
一批又一批地飞回到西伯利亚
地区。那些天鹅十分有趣，有的
把脖子伸入水中，寻找美味的
小鱼和玉米粒；有的爱做恶作
剧，在别人寻找美味时，偷偷地
去咬别人的屁股；有的在练习
水上漂，它拍打着翅膀，脚踏着
水面，令我十分吃惊。

天鹅也是爱情的天使，在
一个动人的故事里，会让大家
明白天鹅的动人爱情。一天，天
鹅一家在池塘玩，小天鹅到岸
上去玩，狐狸把他抓走了，见了

这一切，天鹅爸爸扑向狐狸，天
鹅哪里是狐狸的对手，天鹅爸
爸也被狐狸咬死了，天鹅妈妈
看着孩子和丈夫都死于狐狸口
中，心中万分愤怒，它使劲地咬
狐狸的尾巴，狐狸转身就跑，天
鹅妈妈看着丈夫和孩子的尸
体，长叹了一声，扑倒在血泊

中，永远没有起来；我看那成双
成对的天鹅，我感动了！

这次旅行令我回味无穷，
不仅学到关于动物的知识，还
让我明白了一些道理，我爱天
鹅湖，我爱这爱情的生灵，我更
加希望我们的村民们能与这些
可爱的精灵永远和谐共处！

人们都说：“父爱如山，
母爱如水。”我的母亲把对我
的爱都化作了绵绵细雨，深
深地滋润着我幼小的心灵，
润物细无声。我的母亲像世
界上的所有妈妈一样，为我
撑起一张巨大的伞，保护着
我茁壮成长。

清明节假期，早上起来，

头昏沉沉的。妈妈看我不愿
意起来，便摸了一下我的额
头。呀，都三十九度了，妈妈
一看温度计，脸色都变了，赶
紧 说 ：“ 我 们 快 起 床 去 医 院
吧。”妈妈赶紧给我收拾好，
吃过早饭，我们便匆匆忙忙
地走了。来到医院，看到很多
小朋友都在排队等着。妈妈

一会儿给我量体温，一会儿
给我喂水，还不时地回头看
看，生怕错过我们的号。终于
轮到我了，医生说要打针，我
害怕极了，抱着妈妈说：“妈
妈，我害怕。”而妈妈却说：

“没事，妈妈在这儿，你是男
子汉，要勇敢啊！”听了妈妈
的话，我躺在了床上乖乖地

打着针，而妈妈扶着我的胳
膊，我只觉得胳膊上有一滴
滴眼泪流了下来……

在妈妈的照料下，我终
于好了。而后来才知道，那天
早上妈妈为了照顾我忘了吃
早饭，害得她差点晕倒。在这
里我想对妈妈说：“妈妈，我
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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