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一个爱挑食的小女孩，什么鸡鸭鱼
肉我都不爱吃，唯一爱吃的水果就是榴莲，只
要是榴莲做成的食品我都爱吃，包括榴莲千
层、榴莲酥、烤榴莲等，其中榴莲千层是我的
最爱。每当榴莲上市的季节，妈妈都要带我
一起去市场挑一个又大又饱满的榴莲回来，
这也成了我最期待的事情了。

现在是夏天，又到吃榴莲的时候了。这
天周末，我们准备用榴莲肉做榴莲千层，妈
妈用鸡蛋和牛奶做出香甜的饼皮，再抹上一
层软绵绵的奶油，再一层层添加提前做好的
榴莲酱。在妈妈制作时，我一边看一边馋得
直咽口水。实在忍不住了，我偷偷地用手指
头蘸着榴莲酱吃了起来，那叫一个美呀！真
是软糯香甜，好吃极了！不一会儿，榴莲千
层做好了，我猛地冲上去就大吃起来，结果
一下子呛得直咳嗽。

因为我太爱吃榴莲了，明知道吃得太多
会上火，可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有一次，我
正在花园里玩，蓦地，看到一个满身是刺的大
榴莲，哇，太幸运了。正开心的我伸手去拿，
结果手指被扎到了，而它则一溜烟地跑了，原
来是只大刺猬！我郁闷地大喊起来：“大刺
猬，你太可气啦！”就这样我清醒了，原来刚才
做了一场梦呀！

我是多么爱吃榴莲啊！那种味道让我回
味无穷，我真想研究一下怎么种植榴莲，有一
天能自种自享，那该多好呀。

赏梅
包头路小学四年级 黄翊翔

一个桌垫
北仲路第一小学 五年级（2）班 李承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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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足教会我永不言弃
同安路小学六年级（3）班 毕梓荃

第一次开卡丁车
贵州路小学四年级（2）班 武欣颖

寒假里，妈妈带我去游乐场玩。
刚走进游乐场，我就听见有人兴奋

地大喊：“太好玩了，再来一次！”我循
声望去，原来是有人在玩卡丁车。我很
好奇，拉着妈妈走到等候区，也想体验
一次。

我迫不及待地坐上了卡丁车，上
上下下看了看：它比汽车小许多，车上
除了座位和安全带，就是方向盘、刹车
和油门了。

就在我好奇地打量它时，工作人
员已启动了车，车子瞬间发出了亮光。
我踩油门直接冲了出去，有点忐忑不
安。就在这时，弯道出现了，我急忙转
动方向盘，由于反应及时，顺利转弯，我
松了一口气。可不一会儿，又遇到弯道
了，我又赶快反方向转了一下方向盘，
终于集中精力地过了一个又一个弯
道。妈妈直称赞我是“小机灵”。

快到终点时，我的手都出汗了，把
油门踩到了底，车子“呼”地一下冲过了
终点线，完美结束了卡丁车之旅。

下车后我开心极了，妈妈夸我是卡
丁车小能手，有机会我一定要再玩一次
这个项目，真是太有趣了！

我爱玩水
平安路第二小学三年级（2）班 刘浩辰

我是一个水小子，我很爱玩水，什么北九
水、水世界、洗海澡、跑温泉我都喜欢，每当我
表现好的时候，都会要求老妈带我去有水的
地方旅游。

六月的一天，白云在初夏的天空上睡
觉，我飞跑着回家，拿着成绩单邀功，心想：
因为我这次考得好，明天又可以玩水了。果
然，妈妈在第二天约了我的一个朋友和他妈
妈，我们一起出发了。我们去了融创水世
界，我从来没有去过之么大的水世界，也从
来没有来过有这么多项目的水世界，这里有
水滑梯、巨浪湾、水上4D电影……真是种类
繁多，令人眼花缭乱。我先来到了巨浪湾，
穿上救生衣，如一条小鱼一样，进入了水浪
中，然后我们玩了水上漂流，看了水上4D电
影，我还玩了死亡冲梯，我准备好就冲下去
了，一冲冲到了终点，真是“飞流直下三千
尺”呀。 虽然在水里泡久了会不利于身体
健康，但我喜欢玩水。

我是一个水小子，因为我爱玩水。一玩
起水来，我所有的烦恼都会飞到九霄云外。

榴莲与刺猬
延安二路小学二年级（2）班 张露

正月初六晚上，我听说中国女足进
入了亚洲杯决赛，要和韩国队争夺冠军，
便早早地打开了电视。

比赛开始了，上半场韩国队连进两
球。我沮丧地想：要扳回两个球再反超
太难，中国队输定了，我感到无比扫兴。
谁知，下半场，女足主教练调兵遣将，队
员们毫不放弃，很快风云突变，中国女足
五分钟内连进两球，竟然奇迹般地扳平
了！伤停补时阶段，最惊险的一幕出现
了，韩国队向中国队疯狂进攻，混战中韩
国球员将球踢向中国队球门，中国守门
员朱钰把球扑出来，但还没等朱钰站起
来，韩国另一个球员又大力补射一脚，那
球直向球门飞去。说时迟，那时快。中
国女足队员王晓雪冲到球前，将手背在
身后，像黄继光堵枪眼一样用自己的身
体挡住了球，终于化险为夷！那一刻，我
想到了两个词：勇敢，伟大！

接下来，中国队在努力寻找胜利的
机会。果然，在中国队行云流水般的进
攻中，再次抓住了机会。肖裕仪接到队
友的球，一脚射门，足球应声入网，一球
定乾坤，绝杀韩国队！中国女足3：2反超
制胜！此时，距比赛结束仅剩一分钟。

“耶！中国女足赢了！”我和爸爸一
起大叫着跳了起来。

妈妈问我，这么高兴有何感想？我
说：“看来只要不放弃，就有获胜的机
会。这让我想起了弹钢琴，一弹到难曲
子我就又哭又闹，不想再弹下去。以后
我也要向女足学习，面对困难，绝不轻言
放弃，直到攻克难关！”妈妈说：“不错啊，
没想到看了一场球赛，还有意外收获
啊！”

破茧成蝶
城阳区第二实验小学
六年级（3）班 张嘉雯

暑假的一天，我突发奇想要学
轮滑。

来到广场，穿上我那崭新的轮滑
鞋，心中不禁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我
穿着轮滑鞋，在广场优雅地滑行着，像
一只轻盈的小鸟，不断地转动着身体
滑行，一圈又一圈……

可当我真正开始练习时，却发现
轮滑并非那么容易。轮滑鞋不听使唤
地晃来晃去，稍不留神就要摔倒。一
个小时过去了，我只能抱着柱子，颤颤
巍巍地向前迈两三步。

我一下子泄了气，心灰意冷地坐
在椅子上，自言自语道：“轮滑太难了，
何必浪费时间呢？又不是必须要学
的。”我正想脱掉轮滑鞋走人，忽然想
起学的一首古诗：“千磨万击还坚劲，
任尔东西南北风。”“留将根蒂在，岁岁
有东风。”我为什么不能再坚持一下
呢？于是我又下定决心，扣好轮滑鞋
扣，一步一步向广场走去。终于我松
开了柱子，开始慢慢地滑行。

我的亲身经历使我明白了一个道
理：生活中总会遇到一些困难，只有坚
持不懈才能走向成功。正所谓：“不经
历风雨，怎能见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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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春周末，妈妈带我来到了石
梅庵赏梅。

走近梅园，满眼都是娇艳的梅
花，那弯曲的树枝上，绽放着嫩绿的
新芽，放眼望去，树丛参差不齐，开
满了争奇斗艳的梅花：有粉色的、红
色的、淡紫的，真是光彩夺目啊！梅
花的姿态也各不相同：有的像闪烁的
繁星、有的像亭亭玉立的少女。欣赏
着这美丽的梅花。蓦地，我心想：是
谁把梅花培育得这么美丽呢？对，是
园丁。他们用劳动培育出千姿百态
的梅花。这不禁让我想起了父母和
老师，他们就是我们的园丁，是他们
付出了无数的心血和汗水，才使我们
得以茁壮成长。初春季节，百花尚在
休眠，而梅花迎风而立。他的精神是
何等地坚强啊！

赏完梅花，我们回家了。

马上要放暑假了，我想起来了去年暑
假发生的一件事情，至今仍历历在目。那
天，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项任务，让我们把
桌垫带回家去洗，第二天带回来。可我带
着桌垫到同学家写作业，便把桌垫落在了
他家里。

第二天早晨，我到了学校，看到空空如也
的桌面，才想起来桌垫的事情。于是，我找到
那位同学询问他，他说：“我已经把你的桌垫
带回来放到了你桌子上了。”“可桌子上什么
也没有呀！”我接着说。“那我就不知道了。”同
学说完就走了。后来我也就没当回事。那一
段时间我的桌子上没有桌垫，写作业都是在
桌子面上写的。

半个月以后，老师检查卫生，发现我的桌
子上没有桌垫，老师还以为是我没带，让我明
天必须把桌垫带过来，否则就要把我的桌子
给撤了。我一听，就急坏了，刚想上去解释，
可是放学了。

晚上，我通过微信向老师解释事情的来
龙去脉，老师得知后让我在一星期内带过
去。最终桌垫没有找到，我又重新买了一个。

通过这件事我明白了，做事一定不能拖
拉，即使拖到最后也得去完成。这件事也让
我长了脑子，从此养成了当天事情当天完成
的好习惯。

习武轶事
四流南路第一小学

五年级（1）班 王艺博

武术是我们祖国的四大国粹之
一，我从小就喜爱它。平日一说到武
术，我就浑身上下都是劲儿。几天不
练，我就浑身难受。

有一次，我正在家里看着一部武
打片，电视里的一招一式都吸引了我，
于是我也跟着比画了起来，我双手对
着桌子向前用力一推，不料直接把桌
子推翻在地。巨大的声音把我吓了一
跳，妈妈听到声音后也从房间里冲了
出来，见此情景，厉声说道：“你练武术
练疯了，考没考虑楼下的感受。”听妈
妈这么一说，我真觉得对不住楼下的
王奶奶。

还有一次，一只苍蝇飞进了我的
房间里，这可恶的家伙实在太讨厌
了。如果用拍子拍死它实在太没意
思了，我突发奇想，这不正是我施展
武术技艺的绝佳机会吗？于是我就
和苍蝇开始切磋起武艺来。我把它
追得到处乱窜，我左一勾拳，右一铁
掌，苍蝇被我追得晕头转向了，一头
撞在了墙上。我立刻飞起一掌，想把
苍蝇打成肉酱。不料苍蝇有一种神
奇的力量，它居然飞到我脸上。呸，
好恶心！

我爱武术，它不仅是我的一项爱
好，更是支撑我的一种精神，我要把武
术传承下去，并让它发扬光大！

夏天，让人神往的季节
青岛宜阳路小学六年级(3)班 苗祺

当柔和的阳光变得炽热，当知了的
歌声传遍街头，当上衣从长袖变成短
袖，夏天就到了。

早上一醒来，知了们便齐声向你歌
唱。你一出门，炽热的阳光立刻扑向你
的身上。

你看池塘里，大大小小碧绿的大圆
盘挤在一起，众星捧月般围着那一朵朵
怒放的荷花。美丽的荷花摇摆着它那
粉里透白的花瓣翩翩起舞，恰似一名少
女在荷叶间漫步。真是“接天连叶无穷
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啊！

离开池塘，人们再到海边转转。瞧
那水天相接处，有一条分割线，上面是
一片蓝天，几朵轻飘飘的白云挂在空
中；下面是一片汪洋，碧蓝色的海面上
不时翻滚着朵朵白色的浪花，偶尔会飞
来几只海鸥，这碧海蓝天的美景怎能不
让人心旷神怡？

夏天的夜晚，找个僻静的角落，坐
在草坪上，几只萤火虫在身边飞来飞
去，在漆黑的夜空闪烁着点点荧光。身
边不时传过来几声蝈蝈的鸣叫，却不知
是从何处来，到何处去。

夏天，真是一个让人神往的季节。

那天，我像往常一样在家把垃圾分好
类，准备下楼扔垃圾，走到垃圾桶前，我按
照垃圾分类标准放到各个垃圾桶里。正
在这时，我看到一位上了年纪的奶奶，手
中拿着垃圾袋，里面的垃圾没有干湿分
类，还散发着气味。她随意地往垃圾桶中
一扔，有些垃圾散落到了地上。

她这一系列的举动把我看呆了，我很
生气。可是我性格有点内向，不敢当场制
止。回到家后，我反思了一下，如果不能
改变这个奶奶的错误，那么她下一次还会
这样做，以后还会有下一次……

隔了几天，我又下楼扔垃圾。真是无
巧不成书，我又碰到了那位奶奶，她正要
故技重演，我当机立断，快步上前，对她
说：“奶奶，你这样扔垃圾，是不是污染了
我们小区的环境啊？”那位奶奶红了脸，她
问我：“那应该怎么办啊？”这正问到了我
的思路上，于是我就当仁不让地从头到尾
讲了一遍。听完后，她说：“哦，应该这样
啊！怪不得我每次下来扔垃圾，总有人用
眼睛盯着我，现在我明白了。谢谢你，小
姑娘，我今后一定注意！”虽然她的家乡口
音很重，但我从她的脸上看到了满满的诚
意，我知道自己成功说服了她。那位奶奶
走后，一位大叔对我说：“这是刚搬来的邻
居，对垃圾分类的事儿不太明白。前天我
也想提醒她一下，没想到今天你把这个事
儿给办好了，我要向你学习。”听到大叔的
话，我心里高兴极了。不过更让我高兴的
是，自己终于突破了性格上的弱点，面对
不好的现象，我也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
了。想到这里，我无比开心，唱着歌儿走
回了家。

我也敢说“不”了
同安路小学六年级（7）班 艾静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