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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粽香时
芝罘区南山路小学三年级四班 吴杨骏硕

爱，
伴我成长
芝罘区军民小学
五年级二班 林昱彤
指导教师 王韶瑾
时间就像一个小偷，无情地偷走人
们的回忆，但有一件事，深深烙在我的
心里，让时间无法偷走。
那时我七岁，
懵懂无知，
不知生病是
什么概念，
也不知怎样会生病,只知大人
经常念叨：
“身体受凉会生病……”
我很好
奇，
很想知道生病是什么体验。于是，
我
偷喝了几大杯凉水，
便睡了。
不出我所料，我当晚发烧了。当我
看见妈妈急得团团转时，便意识到大事
不 好 ，心 中 暗 念 ：
“ 别 生 病 了 ，我 错 了
……”可这病越来越严重，我觉得头晕
脑涨、眼花缭乱，
一下子晕了过去。
当我醒来时已经到了医院。我顿
觉疼痛如潮水般涌来，泪水在我的眼中
打转。妈妈就在床边，一见我醒来就换
上了笑脸。只不过那笑不像之前那般
如沐春风，而是夹杂着苦涩，是我不能
理解的。
我突然发现
“时间”
出现在她的脸上：
鱼尾纹爬上了她的眼角，
青丝中掺了几缕
鹤发，
显出几分沧桑。一瞬间，
我痴痴地看
着她，
一股暖流涌上心田……
后来，在妈妈的悉心照顾下，我终
于康复了，这件事情让我成熟了很多，
我不会再让妈妈操心了。

拔河比赛
芝罘区军民小学
五年级一班 姜子琪
指导教师 刘伟
今天，我们学校举行了拔河比赛。
我们班先和三班比，
选手各就各位，
预备，
开始！只见我方选手整体身子向后
倾，
喊着
“一二、
一二”
的口号，
脚底就像长
了钉子似的，寸步不移，场面热闹非凡。
选手们个个面红耳赤，
脸好像都在用力，
抓紧绳子努力向后拉。
对手也不甘示弱，一时间陷入了僵
局，不好，对方反超了！我方差一点儿
就被拉了过去，可前面的选手咬牙坚
持。他们双手死死地抓住绳子，使出了
吃奶的劲。他们呲牙咧嘴，
“啊啊”的喊
声回荡在上空。终于，他们一使劲，赢
了！我们班打入了总决赛。
同学们心花怒放，载歌载舞准备着
决赛。
我方选手开启了第二轮比赛。他们
紧握绳子，用力向后拽，脸红彤彤的，五
官拧在一起，青筋暴起，嘴里不断嘶吼。
啦啦队不停地加油呐喊，
人声鼎沸！
这时，体育老师指挥两队，手不停
地有节奏地挥舞，像在指挥乐队。
我方开始持续发力，每个人都使出
了最大力气，豆大的汗珠滚落，手被绳
子勒出了一道道红痕。但选手们依然
在坚持，喊着整齐的口号。
大家像打了鸡血似的，
不停地用力，
终于在最后关头拿下了比赛的胜利。随
着哨声一响，
我方选手一蹦三尺高，
互相
拥抱，
流下了喜悦与激动的泪水。
团结就是力量！只要不
放弃，只要齐心协力，就会赢
得胜利！

端午节将至，
又是一年粽香时。
端午节又称端阳节、龙舟节，与春
节、清明节、中秋节并称为中国四大传
统节日。据史书记载，屈原是春秋战
国时期有名的政治家、诗人。他常为
楚怀王出谋划策，却遭小人诋毁陷害，
被驱逐流放。后秦军攻破楚国，屈原
眼看国破家亡，心如刀割，于阴历五月
五日，在写下绝笔作《怀沙》后，抱石投
入汨罗江身死，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
一曲壮丽的爱国篇章。屈原死后，百
姓悲痛异常，纷纷跑到江边凭吊，并投
放食物，以防屈原尸身被江中鱼虾吃
掉。这便是端午节的来源。
还记得去年端午节，
清晨我一觉醒
来，
惊讶地发现手腕上系着一根五彩丝
线，
脖子上也多了一个小小的香包，
青绿
的颜色，
编织成一个桃心的形状，
里面鼓
鼓的，
不知道塞着什么，
却透出一股特殊
的香气，
闻起来神清气爽。我从床上爬
起来，
看到姥姥拿着几根绿色的枝条在
打扫房屋墙顶，
还插了一束在入户门上，

指导教师 郝灵敏

这味道和我身上的香包是一样的。面对
我的疑惑，
姥姥说：
“这是端午节的习俗，
咱们北方人过端午节，
不仅要吃粽子，
还
要用艾蒿打扫房屋，
并佩戴香包……”
“还
有赛龙舟！”我兴致勃勃地补充道。
“对
的。
”
妈妈说，
“只是赛龙舟多在南方。快
起床吧，
咱们还有一项大工程呢！
”
大工程？疑惑间，我跟着妈妈来
到厨房。哇！这满满两盆装着的，是
长长的粽叶和香香的糯米！姥姥开始
跟我说包粽子的三个步骤：首先选取
长度适中的粽叶和线绳，将粽叶折叠
好；其次将糯米放入折好的粽叶里，再
塞上一个大枣；最后也是最难的一步，
用线绳把包好的粽子缠紧、打结。这
样一个粽子就包好了。
我暗暗窃喜，包粽子听起来很简
单嘛！
只见姥姥准确地挑选好合适的粽叶
和线绳，
熟练地包了起来，
一层层、一道
道，
她的两只手好像翩翩飞舞的蝴蝶翅
膀，
上下翻动，
这推推，
那压压，
不一会儿，

一个个棱角分明的胖粽子就蹲在盘子里
了。线绳还被系成蝴蝶结形状，
好像古人
长长的衣襟，
我仿佛看到古代文人背手吟
诗的景象。我也跃跃欲试起来，
但实际操
作后却发现并不容易。我被这些糯米搞
得手忙脚乱，
包住这头那头漏，
抓住那头
这头洒，
很快便溃不成军，
叫苦连连。我
心虚地看向妈妈，
发现她也眉头紧皱，
跟
小米粒们抗争着。我噗嗤一下笑出声来，
妈妈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咱俩可真是半
斤八两啊！
“
”哈哈哈……”
一串串笑声在
厨房回荡开来……
煮粽子就简单多了。我们往锅里
倒入好多水，把一个个粽宝宝放进去。
没多久，
一阵阵糯米香味弥散开来。
“好
香呀！”
我迫不及待地掀开锅盖，
一个个
如绿水晶般的粽宝宝在迷离的水汽中
散发着诱人的清香，
令人垂涎三尺！
那一年的端午节，令我印象深刻，
我不仅学到了包粽子的手艺，
还体会到
了亲自参与其中的快乐。今年端午节，
来我家尝尝我包的粽子吧！

游崂山
芝罘区官庄小学四年级一班

姜子涵

“泰山虽云高，不如东海崂 。”去
年，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爬了位于青
岛市的海上第一名山——崂山。
来到山脚下，一抬头便能看见长
长的石阶，沿阶而上，不一会儿我们就
来到了狮子峰。狮子峰形如其名，它
看上去就像是一头傲视山海的雄狮盘
踞在山腰上，这里是观赏海上日出的
理想圣地，每天清晨，都会吸引很多游
客前来观赏日出。
过了狮子峰，一路向上，就来到了
犹龙洞。犹龙洞是一座天然石洞，
据说
这里以前是供奉老子的地方，
所以也叫
“老君洞”
。犹龙洞里面有点阴暗，
我们
只在外面逗留了一会儿便离开了。
绕过犹龙洞，
我们一路欢快地前往
下一个景观——寿字峰。徜徉在蜿蜒
起伏的山路上，微风轻轻拂过脸庞，细
碎的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绿荫照在我

们身上，
暖融融的，
舒服极了。很快，
我
们就来到了寿字峰，
这座山峰因有一面
石壁上刻满了大大小小的“寿”字而得
名。上面刻着我国近百年来各大书法
家用不同的字体写的
“寿”
字，
在巨大的
岩壁上构成了一幅壮观的百寿图。其
中那个十分抢眼的
“寿”
字，高 20 多米，
宽 16 米，被誉为“天下第一寿”。人们
纷纷在这里拍照留念，
我也迫不及待地
跑过去让妈妈给我拍了照。
我们在寿字峰下休息了一会儿，
继续向上攀登，就来到了我最感兴趣
的一个地方——觅天洞。觅天洞是通
往山顶的一条捷径，其实此洞并不是
洞，只是两座山之间的空余被石头充
满了，这些石头之间的空隙便形成了
盘旋曲折的山洞。觅天洞一共有 5 层，
洞内离奇险怪，伸手不见五指，必须要
开着手电筒才能看见光亮，最窄的地

方仅能容一个人趴着才能通过。我心
惊胆颤地跟在爸爸后面，小心翼翼地
爬过狭窄的地方，生怕一抬头就会被
石壁碰到。终于，我们像探险一样顺
利地穿过了觅天洞。
一出洞口，
眼前豁然开朗，
踏过
“步
云桥”
，
穿过
“一线天”
，
就到了山顶——
天苑。这时，
你就会感到天仿佛近在咫
尺。山顶上是一块块巨大的石头，
平坦
而光滑，其中一块巨石上刻着“咫尺天
涯”
四个大字。我想，
在这里一伸手就会
够到天吧。我站在巨石上向下看，
一面
是碧海蓝天，惊涛拍岸；一面是青松绿
树，
郁郁葱葱。远处的山石千奇百怪，
形
态各异；脚下的山泉叮叮咚咚，潺潺而
流。我顿时便沉醉在这迷人的景色之
中，
深深惊叹这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崂山到处都是美丽的景色，说也
说不尽，
希望你有机会去细细游赏。

意外的收获
芝罘区南山路小学四年级五班 徐子潇 指导教师 车昀
在苏州，
妈妈给我买了一串盛开着
的茉莉花做的鲜花手串，洁白温润，香
气扑鼻。从那时起，
我便深深地爱上了
茉莉。巧的是，
不久前，
学校举行
“城市
之花”实践活动，我们班种的恰巧也是
茉莉花。我高兴极了，
兴冲冲地把从学
校移栽好的茉莉花搬回了家，每天浇
水、
翻土，
精心打理。
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过了没几
天，刚长出的小花苞却慢慢地一个一
个枯萎了。我没有放弃，继续给茉莉
花浇水、施肥，希望有一天能突然出现
“千朵万朵压枝低”的奇迹。可现实总
是难以如愿，唯一的花苞也耷拉下了
脑袋，最后一片叶子也依依不舍地告
别了枯黄的枝条。
我有些沮丧，要知道，这可是要在
“六一”儿童节搬回学校里参加实践活
动展示的啊。偶然间，我突然发现，花
盆里有两片不知名的小嫩叶破土而

出。我原以为它是棵野草，没有理会 睛，沿着茉莉花最低的花枝攀爬，直至
它，任其自生自灭。但过了几日，那两 缠满所有的花枝。花茎上长满了心形
片被我忽视的小嫩叶越长越大，
就像一 的绿叶，那些深深浅浅的绿，泛着点点
位美妙绝伦的绿衣少女，
穿着晶莹剔透 翠光，欢笑着、跳跃着、生长着，在叶子
的纱裙，
赤着脚从土壤中翩然而至。
深处，还开了几朵淡紫色的花。
“ 真的
两三天后，这两片翠绿的叶子中 是牵牛花！”
我兴奋地叫了起来。
间，
伸出了一根纤细短小的茎条。茎条
尽管我错过了琼葩玉蕊的茉莉
上长满了密密的、细细的白色绒毛，它 花 ，却 意 外 地 收 获 了 顽 强 不 息 的 牵
努力地向上伸展，带着“小荷才露尖尖 牛 花 。 我 说 ：
“真是有心栽花花不
角”
的梦想朝着天空生长。爸爸看了看 成 ，无 心 插 柳 柳 成 荫 。”爸 爸 却 说 ：
说:
“这是棵牵牛花。
”
我不太相信。
“不要放弃任何一粒能萌芽的种子，
一周的时光在忙碌的学习生活中 它会给世界惊喜。”
悄悄地溜走了，很快就到了要向学校
交“实践活动”作业的时候了。可我却
犯了愁，总不能交一个空花盆到学校
里吧。但我再一次走向茉莉花盆的时
候，我却惊呆了，只见上周还是短小的
茎条竟然将三根憔悴的茉莉花枝紧紧
缠绕着，这根茎条就像长了一双小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