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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烟 台

我们终于盼到了周五的跳
蚤市场活动，目的就是让同学
们体验生活，利用利润来为父
母购买礼物。

中午十二点半，活动刚刚
开始，同学们全都迫不急待地
摆摊、放东西、铺广告、挑选摊
位，忙得不亦乐乎。不一会，整
个教学楼前挤满了一个个“小
商店”。首先一年级的小朋友
们来了，别看他们个头小，却
是“人小鬼大”！看见其他人的
铺位上已经有不少的“顾客”，
我们便各自使出自己的看家
本领，比如说拉熟人、抽奖、买
几送几……不少同学赚到了
一笔价值不菲的金钱，商铺也
被顾客们挤得水泄不通。而一

些生意不好的同学只能眼馋
地望着那些已经“腰缠万贯”
的同学了。

眼见着已经进入到白热化
阶段，一些羞涩的同学在周围
同学的带动下，慢慢也扯开嗓
子大声开始叫卖，滔滔不绝地
向周围的顾客介绍自己图书的
精彩之处。此时我遇到了大难
题，一位老师看中我已经卖给
别人的动物画报，当时我十分
坚定地对她说：“老师，这画报
已经卖了，真不能再卖给您了，
我现在只是代为保管，您看看
我这儿还有英语报，它可以帮
助您更好地学习英语，也是十
分畅销的。”“我只想要这几份
动物画报……”任凭我有三寸

不烂之舌，也无法动摇她购买
动物画报的决心，这可真是给
我出了大难题。本着“顾客就是
上帝”的原则，我真是有些黔驴
技穷了。怎么办？此时我的“救
命稻草”———《动物画报》的新
主人出现了，我将绣球抛给了
她。只见二位老师会心一笑，问
题迎刃而解。

因为我的书种类相对较
少，所以不像别的店铺那样顾
客盈门，看看周围店铺一片火
爆景象，我想其中必有玄机！
于是，我们便出去学习一番：
有的店铺用荧光笔和挂画纸
作出了一张张精美的海报来

“招商引资”，与我那寒酸小店
的促销广告成了鲜明的对比；

有些店铺则举办了各种活动；
有些人甚至为了吸引顾客，居
然在摊位上摆上了精美的“非
卖品”……老师看着我们像模
像样的小商人形象，不禁笑了
起来。

不知不觉，活动接近了尾
声，同学们不顾利润，开始大甩
卖了……终于将最后几件商品
挥泪推销了出去。

这次活动我们不仅懂得了
在课本上学不到的许多知识，
还懂得了感恩。利用这次活动
赚到的钱，为亲爱的爸爸购买
了一双棉拖鞋，自己动手做了
一张蓝色的贺卡，希望这双拖
鞋能载着我的爱永远陪伴着
他……

2015年5月25日，我们学
校组织的“六一徒步凤凰山”
活动终于开始了。

上午7点20分，四年级级
部整装待发，“出发！”只听老
师一声令下，我们出发了，一
路上大家打打闹闹，说说笑
笑，不知不觉来到了凤凰山脚
下，在山脚下，我们合了影后，
就开始爬山了。

到了第一个休息点，我们
吃了点东西，就又开始爬山，
在路上，同学们尽情地嬉笑打
闹，好不热闹，不知不觉到了
第二个休息点，我们在凳子上
休息，喝点水补充体力。然后
我们继续向上爬，来到了第三
个休息点——— 云端远眺。在这
里，我看到了我家，看到了大
海，看到了“好来屋食府”，还
看到了我们的学校。接着我们
往山上走，通往山上的台阶有
大理石铺的，还有木头铺的，
山路平缓，一点也不陡峭。一

块块大的木桩铺成的小路，两
边用同样的木桩做成的护栏，
既结实又美观，踩在上面，感
觉很踏实。山上的回廊和小亭
子都很有特色，小亭子屋顶尖
尖的，每一处都绘制着各种漂
亮的像浪花一样的彩色雕饰。
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耀眼的
光芒。坐在亭子里休息，纳凉，
感觉舒爽极了。

就快到山顶了，同学们个
个斗志高昂，鼓足了劲，埋头
向上爬，终于到达了山顶。老
师宣布：“同学们，自由活动
吧。”于是，大家四散开来，有
的几个一伙做起了游戏，有的
玩成语接龙，有的玩剪刀包袱
锤，还有的玩“枪战”。玩得可
开心了。直到老师说下山，我
们才意犹未尽、恋恋不舍地踏
上了下山的路。

虽然我们又热又累，但我
们很开心，爬山既锻炼了身
体，又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烟台，是一座依山傍海
的大城市 ,它是我的出生地，
是我的故乡，我爱烟台！

我爱烟台，爱它那一派
欣欣向荣的和平景象。你瞧，
乌黑的柏油马路上，各种各
样的私家车，公交车，大巴士
川流不息；各家大商场里摆
满了各种琳琅满目的商品：
看，一幅幅高大别致的楼房
里，住着热情好客的烟台人
民，每一家都是儿孙满堂，幸
福的笑脸不时就会挂在烟台
人民的脸上。

我爱烟台，爱它令人心
动的美食。你瞧，这红烧肉
看 上 去 多 么诱人 呀 ，闻 一
下，嗯，这才是真正的香呢！
咬下去，牙齿慢慢划过肉层
舌尖细细品味，你会发现这
肉让你越嚼越有嚼头！再来
看看我们的海鲜吧，这鲜嫩
嫩的大虾，美味的大螃蟹，
可口的鱼肉，让你吃得一刻

也不想停！哦，还有我们的
特 产 ，红 彤 彤 的 烟 台 大 苹
果，烟台苹果不仅在我们烟
台出名，而且还是全国性的

“名人”呐。秋天，如果你到
烟台来，你将会看到，一个
个甜丝丝的红苹果高挂枝
头，这时，好客的烟台人就
会请你留下，让你一次吃个
大饱！

我爱烟台，爱它的风景
如画。金色的沙滩上，映着点
点不停跳跃的阳光，蔚蓝的
大海上，清新的海风吹拂着，
海鸥扑扇着翅膀，不停鸣叫，
一个浪头卷过，雪白的水滴
犹如珍珠一样飞花碎玉般的
四溅开来，滴在金子般美丽
的沙滩上，这是一幅多么迷
人的画面啊！

我爱烟台，爱它的欣欣
向荣，爱它可口的美食，爱它
的风景如画。哦，我为我是一
个烟台人而自豪！

在一片大森林的开阔的空
地上，住着一只又老又懒的狼，
每天不是出去找食物，就是撅
着屁股睡大觉。对自己的窝棚，
它既不修理也不打扫，所以这
个窝棚又破又脏，一碰就倒。

一天，天气晴朗，大象的心
情很好，他从狼窝经过，大耳朵
呼扇呼扇的，一不小心碰到了窝
棚，窝棚瞬间倾斜了……“真对
不起，朋友。”大象歉意地说，“我
不是有意的，马上把它修好。”

大象马上动手，找来锤子、
钉子。不一会儿就修好了窝棚。
窝棚比以前结实多了。“哦！”狼
心里想。“原来他怕我呀！先是
给我道歉，再是给我修房子，为
何不趁此机会让它给我盖一座
新房子。”“站住！”狼一拍胸脯，
趾高气昂地吆喝道；“你这算怎
么回事？以为我好欺负是吧？你
把我的窝棚撞坏了，用钉子马
马虎虎钉几下就想完事，没那
么便宜！你得给我盖一座新房

子！不然，我就要你好看！”
听了这一番话，大象一声

没吭，只见它的鼻子一扬，不费
吹灰之力，就把狼卷到了半空
中，轻轻一甩，把狼扔进了臭水
沟里。然后一抬脚，把窝棚踩了
个粉碎。“这就是你的新房子！”
说完大象头也不回地走了。

“唉！这是怎么回事？我怎
么一点都不明白。”狼倒在臭水
沟里，四脚朝天，翻着眼珠，狼
狈极了。

“这个蠢货！”这一切让乌
鸦看在眼里，它对狼说 :“把别
人对你的尊重当成软弱、好欺
负，就应该收到惩罚。”

假期里我读了《绿山墙的
安妮》这本书，安妮是个身世凄
凉的小女孩，出生不久就父母
双亡，成了孤儿。好心的邻居把
她养到六岁，她开始到一户人
家看孩子，后来又被送到了孤
儿院。11岁的时候，绿山墙的马
修和玛利亚收养了她。安妮天
性活泼乐观，她因为天真、爱幻
想闹了不少笑话，又因为善良
和直率赢得了友谊和爱。她凭
着自己的努力考取了很多人梦
寐以求的大学，但为了照顾玛
利亚，她最终放弃了学业，在家
乡当了一名小学教师。

书中安妮敢作敢当给我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天，她和戴

安娜深夜听完音乐会回到家准
备睡觉时，安妮提议看谁先上
床。可想不到约瑟姑婆却在床
上，她俩突然跳到床上，可把约
瑟姑婆吓得够呛，约瑟姑婆认
为是戴安娜出的馊主意，不但
责骂了她，还取消了对她的资
助。但安妮觉得这是对戴安娜
的不公平，明明是她的错，却把
责任推在戴安娜身上，于是她
主动向约瑟姑婆承认错误并道
歉。最终得到约瑟姑婆的原谅
与赞赏。

其实我也有一段与安妮相
似的经历：记得刚放寒假时，姐
姐来我家玩，我拿出悠悠球，向
姐姐展示我的“高水准”。一会

是“巴黎铁塔”、一会是“天外银
龙”……看得姐姐是眼花缭乱、
连连称赞。我越发得意了，边玩
边说：“看我的‘连环跳’。”话音
刚落，只听“哗啦”一声，球脱手
了，正好落在桌子上，把妈妈心
爱的杯子打碎了。我一看顿时
吓懵了。对姐姐说：“完了完了，
这个杯子是妈妈现在的最爱，
这是她刚上班时赢得的奖励，
虽然不值多少钱，但对于妈妈
来说，这代表着骄傲与荣誉，这
可怎么办啊？妈妈一定会揍我
的。”正在这时，门开了，妈妈下
班回来了，边换鞋边说：“侄女
来了！小姑给你做好吃的。”当
妈妈看到她心爱的杯子变成碎

片时，气愤地说：“谁把我心爱
的杯子打碎了？这是我花钱都
买不到的啊！”我看了看姐姐，
赶忙说：“妈妈，是……是姐姐
打碎的，不是我。”但在我惊魂
未定的表情里妈妈似乎看出了
真相，脸上的表情又多了一层
失望。望着姐姐的目光，我的脸
火辣辣的。

想到安妮的敢作敢当，我
很羞愧。明明是我胆小怕事，让
姐姐替我背了黑锅我却不敢承
认。我应该向安妮学习，说出事
情的真相，做一个敢作敢当的
男子汉！

下定决心，我朝妈妈走
去……

幸福是什么？爷爷奶奶说，幸
福是秋天的大丰收；爸爸妈妈说，
幸福是事业有成；老师说，幸福是
能看到学生好好学习。

幸福还是什么呢？
有一次，我自己壮着胆坐车去

上特长班，上车后，我站在一位三
十岁左右的阿姨旁边，阿姨一见我
是个小孩子，就立刻站起身来，双
手扶座，笑眯眯地说：“小朋友，你
坐吧，我快到站了。”我腼腆地摇了
摇头，可阿姨硬是把我推上了座
位，看着阿姨亲切的面庞，我情不
自禁地说：“谢谢阿姨。”话刚说完，
一种甜甜的、幸福的味道涌上心
头，这种幸福是别人给予我的。

阿姨刚下车不久，一位年近七
旬的老奶奶颤巍巍地上了车，我立
即站起来：“奶奶，您坐吧。”奶奶笑
呵呵地说：“谢谢你啊，小朋友。”奶
奶说完，露出了慈祥的笑容，这时
候，我的心里漾起了幸福的涟漪。
这种幸福是我给予别人的。

幸福是什么？噢，我明白了，幸
福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帮助，是爱
心的传递。让我们都来做互相帮
助、传递幸福的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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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花
星海艺校

五年级二班 马艺轩

指导教师 史崇敏

小时候，曾养过一棵五星花，
就是那种长着五片花瓣，又不知其
学名的小花。

那是从商店里买来的，刚见面
时，还是一粒小小的种子，静静地躺
在我的手心里。我为它选择了一个
特别漂亮的小花盆，里面放进富有
养分的泥土，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
种进去，把它放在朝阳的窗台上。

早上，太阳照进缕缕斜斜的金
光，我便睡眼蒙胧地来到它身边，提
着精致的小水壶给它浇上了水，汩
汩的水好像唤醒了黑暗泥土中蕴育
的平凡生命，小种子似乎想要突破
重重阻碍，渴望获得阳光的哺育。

三天后，它终于冲出了最后一
层浮土，如愿以偿地点亮了生命道
路上的第一盏灯，像迷失的孩子，
在黑暗中看到了家的方向。看着它
那嫩绿的叶子，自由地舒展在温暖
的阳光的怀抱里。此时，我觉得，它
比鲜花更可贵，因为它是历经磨
炼，在困难到来时，它并没有放弃，
而是更加努力地追逐梦想，才有了
今天的破土而出，才有了那份依偎
在阳光里慵懒的心境。

那天放学后，我不经意地来到
窗台旁，但我的五星花连同漂亮的
花盆都不翼而飞了，在一番寻找
后，依旧没有发现时，我并没有沮
丧，因为我知道，那盆花一定在不
起眼的角落里，正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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