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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我的良师益友。书是知识的宝
库。当我打开五彩缤纷的图书时，我便
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动人的小说，美
丽的诗歌，感人的故事……让我爱不释
手。其中，《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便是我
的良师益友。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是海伦·凯勒
一生的写照，是一位盲聋哑人在黑暗中
寻找光明的写照，更是一位用非凡的毅
力度过黑暗的见证。

海伦曾经说过，如果给她三天的

光明，她最想看见的却是使她的生活
变得有价值的人们，去看黑夜变成白
天的激动人心的器官与那初升的旭
日。海伦的三天就如此井井有条，可
我们的时间、机会还有许多，可以创
造出美好的生活。因此，我们更要珍
惜那宝贵的时间，并合理地去利用，
去把握。

在书中，海伦说过：“知识给人以
爱，给人以光明，给人以智慧。”的确，
知识是无穷的，寂寞时，它会给我们

安慰；有疑难时，它会给我们解答；遇
到挫折时，它会给我们鼓舞与力量；
迷失方向时，它又会给我们指引前进
的方向。

海伦·凯勒的这种锲而不舍、金石
可镂的品质，深深地打动了我。她远比
我们活的有价值，有意义。是知识给了
她这种不可摧倒的毅力，使她在黑暗中
找到了光明。也是知识让她明白了人
生的意义:这种身体上的残缺是无法改
变的，但她的心是自由的。

与此同时，我想到了昨天的数学
考试，我前一半都会做，可“半路杀出
个程咬金”，我反复思考，一遍又一遍
地计算着，可还是不见答案“跳”出来，
我思绪乱了，心急如焚，正准备放弃，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这本书突然从我
的脑海里一闪而过，我顿时又定下神
来，一点点地分析着，不一会儿，答案
便出来了。

书，不愧是我的良师益友啊！！
（指导老师：缪小兰）

看到这个题目，你们一定
很疑惑吧，其实我也很疑惑，因
为我的爷爷经常凶我，但又每
时每刻都关心着我。这是怎么
回事儿呢？听我娓娓道来吧：

我的爷爷长着一张又瘦又
长的黑脸，一双眼睛瞪起来如
两个铜铃，仿佛要把人吞下去，

一张紫色的嘴唇，周围有又硬
又短的胡子，再加上那如狮吼
的嗓门，简直是现代版的张飞
呀！

爷爷不仅长相有点凶神恶
煞，脾气也十分火爆！记得一
次周六下午，我正津津有味地
观看着电视，一边看一边悠闲

地吃着薯片，谁知被刚巧路过
的爷爷见着了，随口说了一句：

“丹丹，别看了，快关掉！”我漫
不经心地回答了一声：“哦”。
谁让电视上播放的节目这么有
趣呢？刚准备关掉电视的我又
默默放下了手中的遥控器。一
眨眼，30分钟过去了，我还沉迷
在电视里，只感觉后面凉飕飕
的，突然，一只粗糙的大手揪住
了我的耳朵，我缓缓地转过去
一瞧，呀，是爷爷！只见他正瞪
着我，说：“陆丹丹，是不是没长
耳朵？快把电视关了！”我委屈
地一边摸着红红的耳朵，一边
关掉了电视。

虽然爷爷总是凶巴巴的，
但他每次回来都会给我做我最
爱吃的红烧肉，每次看我吃得
那么香，他总是笑着说：“丹丹，
爷爷每次回来都给你做红烧
肉，好不好？”那时候我觉得他
是世界上最好，最爱我的爷爷。

（指导老师:汤宝秀）

说起青岛，或许有些人并不了解，
但说起“青岛啤酒”大家却是并不陌生，
它便是青岛的特产之一，而且 2008年
奥运会帆船比赛也是在青岛举行的，因

此我很早就有了去青岛一游的想法。
正好，这个暑假爸爸公司组织去青岛参
观旅游，而我便趁着这个千载难逢的机
会跟老爸一起去了。

到了青岛，“红瓦绿树，碧海蓝天”
是青岛给我的第一印象，而我们要去的
第一个景点便是——金沙滩。

金沙滩是青岛最著名的景点之一，
而对于金沙滩人们最津津乐道的就是
它的金沙，它的沙质很细，面积也很大，
是中国风景最美的沙滩之一。

我换好泳衣，拿着泳圈，踏着细软
的金沙向海里走去。阵阵海风吹来，
暖暖的、柔柔的像一只大手轻轻抚摸
着我的脸。走进海里，凉凉的海水没
过了我的膝盖，感觉舒服极了。我在
海水中嬉戏，时不时阵阵浪花袭来，我
借助游泳圈随着阵阵浪花一起跳舞。
然而，一不小心，我又会被呛一口海
水，咸咸的、苦苦的、涩涩的让我尝到
了大海的味道……

从金沙滩玩好之后，我又去了“五
四广场”，看了“五四广场”的代表性建

筑——“五月的风”，不禁疑惑了：它为
什么叫“五四广场”而不是叫“三七广
场”“四六广场”呢？带着这样的疑惑，
我便去问了导游。原来，“五四广场”是
因青岛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五四
爱国运动的导火索而命名的，意在弘扬
五四爱国精神，激励人们奋发图强，共
建和谐新中国。

接着第二天和第三天，我们又去了
“八大关”和“极地海洋世界”。所谓“八
大关”是因为这里曾有八条马路以长城
的八个关口命名的。而“极地海洋世
界”完美的整合了水族馆、标本馆、淡水
鱼馆的特色，与依山傍海的自然美景相
融合，形成山中有海的奇景。

很快，三天的时间就过去了，然而
青岛那迷人的“金沙滩”，壮观的“五四
广场”和奇妙的“极地海洋世界”让我流
连忘返！ （指导老师：沈平）

一天下午，大雨哗啦啦地下着，教
室门外挤满了家长，他们时不时朝教
室里张望着，急着把孩子接回家。

我写作业本身就比较慢，再来点
家长，我就写得更慢了。当我写完作
业收拾书包准备回家时，教室里大概
剩下十个人左右了。

我那飞毛腿的立刻向外奔去，可
谁知我眼睛没跟上脚，在传达室门口
踩了一个大水坑。不仅自己身上湿
了，周围同学也是湿漉漉的。

更是我感到惊奇的是，我们班写
完作业的同学大多数都还没回家，站
在传达室门口等着家长来接。这时我
才意料到：刚刚教室门口的家长是来
接隔壁班孩子的。

我在传达室门口转了转，没有看
到我的家长，便在门口耐心地等待。
在一个瞬间，娇娇突然出现在我的眼
前，吓得我心跳加快，差点塌坐在地
上。原来是吴琦的书包坏了，娇娇想
请我帮她修好。可是我不会学着师傅
那样帮她修好拉链，她又找来沈雨涵
试了试，也没修好。没办法，琦琦只好
把她黑色的外衣脱下来，盖在自己的
书包上。

渐渐的人少了，雨也小了。传达
室也还只剩五六个人在那里等着。时
间也已过去半个小时了。吴琦看见我
那副想走回家，又不敢走回家的样子，
便刺激我说：“你到底行不行啊？敢不
敢走回去啊？”她就这样刺激我两次，
我就走出校门又回去了两次。就在我
对走回家不报以希望的时候，妈妈在
眼前出现！真的，她穿着灰色的裙子，
白色的外套，撑着一把彩虹伞，我赶紧跑到妈妈身边，挥
手与同学告别。

回家的路上，我悄悄地对妈妈说：“妈妈，下次请快
点来接我，好吗？”

（指导老师：徐丹丹）

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有
许许多多的第一次。有的因
为胆怯而退缩，让人遗憾；也
有的因为勇敢而成功。今年
夏天第一次买菜的经历令我
记忆犹新。

那是一个星期二的上午，
妈妈腿疼但家里没有菜了。实
在是没有办法，我自告奋勇帮
妈妈去买菜，妈妈给了我 100
元。还没有到菜市场，身边的
吆喝声、喊叫声、汽笛声就已经
奏成了一支交响曲，此起彼伏，
热闹极了。

虽然我经常跟妈妈在一
起去买菜，积累了一些经验，
但自己独自一个人去买菜还
是头一次，难免有一些紧张。
我忐忑不安地走进了热闹非
凡的菜市场。

妈妈让我买一个包菜，一
斤牛肉，让我记得要还价，但我
想总是跟人家斤斤计较，感觉
不太好啊！我靠近了一个卖肉
的摊子，小声地问:“爷爷，牛肉
多少元一斤？”“50 元。”“能
……能便宜点吗？”“我妈说
4……45元一斤就买。”卖肉的
爷爷笑了笑说：“小朋友，我这

可是上等的好肉，非常嫩，很好
吃的，行吧，就给你便宜点，47
块。”“45元。”我见他有了一些
退步，便壮着胆子说，“你不卖
我就到别人家去。”说着，我转
过身去，装出要走的样子。

“哎，别走，别走呀！45，45 还
不行吗？”说话间，他右手拿菜
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麻利
地切下一块肉，装进了袋子里，
给了我，然后我也迅速地把钱

交给了他。
我要同样的招数买了包

菜。走出了喧闹的菜市场，我
兴高采烈地跑进了家。我看见
妈妈站在窗子前向我招手，我
给了她菜和零钱，但妈妈把钱
给我，说这是给我的奖励，表扬
我很勇敢为我点赞。一份小得
意在我心中萌发，原来战胜自
我也没那么难。

（指导老师：康亚华）

我的好闺蜜
浒零小学 401班 季腊梅

她和我从幼儿园开始就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她人
见人爱，花见花开。她两弯柳叶眉，一双大而迷人的眼
睛，好像会说话。她一张能说会道的樱桃小嘴，嘴角总是
挂着浅浅的笑容，显得文静又可爱。

她对“小书虫”这个绰号情有独钟，每天最快乐的事
情就是与书为伴，在书的海洋里遨游。她就是我的好闺
蜜――周徐瑞。

“小书虫”读书时可入迷了：读的好玩时会傻傻地笑；
读到悲伤时会伤心的流泪，为此她常常哭成泪人：她看
书，常看到忘了时间，忘了朋友，忘了自己……

有一次下课铃响了，我想和周徐瑞出去玩，就叫她：
“周徐瑞，出去玩啦。”她没搭理我，继续埋头看书。我又
大叫道：“小书虫，咱们出去玩吧！”她这才答应道：“别吵，
我刚看到关键的情节！”我怒气冲冲地冲到她面前，一把
夺下她的书往外跑。她才缓过神来，边跑边对我说：“别
跑，把我的书还给我，否则我就要生气了！”“小书虫”在我
身后大喊。看着平时一向文静的她，今天却铁青着脸，好
像要跟我拼命似的，我逐渐慢了下来。等她快到我跟前
时，我转身跪下来，像电视剧里犯了错的犯人那样可怜巴
巴地对她说：“周大人，您大人有大量就饶过我吧！”她被
我逗笑了，我看着她笑起来，我也笑起来了。久而久之，
我也被传染了，我也爱上了读书。

看，这就是我的好闺蜜——周徐瑞。她通过读书改
变了我，也丰富了自己。

（指导老师：康亚华）

我的表弟今年 4岁，小脸圆圆的，长得白
白胖胖。他可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口水弟”
呢！不信，就来见识一下他的厉害吧。

每个周末，他都会来我家蹭吃蹭喝。这
不，他果然又是准时到来。一进门，就直奔厨
房，看看厨房里有啥好吃的。妈妈知道他要
来，早就做了许多他爱吃的饭菜。不一会儿，
香喷喷的红烧肉“出场”了，紧接着酸菜鱼、糖
醋排骨、麻婆豆腐、口水鸡……也都登上了

“舞台”！这诱人的香味立刻吸引住了“口水
弟”的目光，口水流下三千尺，眼看口水就要
滴到碗里了，还好我眼疾手快，用纸巾擦了一
下他的嘴，这才免了一场灾难的降临。

吃完饭，表弟又押着我回房间听他讲《猫
和老鼠》的故事。不会吧，这个故事我都听过
N遍了，悲催啊！于是，我这粘人的小表弟就
开始碎碎念了，吞吞吐吐的。一边讲，他的唾
沫星子也不甘示弱地朝我溅来，我只好用“防
毒面具”（双手）挡了起来，才保护了我的脸。

我刚洗手回来，就看见他正要在我的作
业上开“天窗”，我忙去阻止并喊道:“别，我明
儿还要交呢!”一不小心，我的手指被剪刀扎
出了血，表弟忙在我的手指上吐了一些口水，
还一边揉一边说:“奶奶说了，口水是药。”看
着表弟那可爱的模样，我的火气一下消了。

我的表弟真是一个可爱、名副其实的“口
水弟”啊!

（指导老师：陈月兵）

因为劳动，所以快乐
浒澪小学 502班 陆丹丹

劳动，会使人快乐；劳动，会使人感到满足。因为劳
动，所以快乐哦！

自从上了四年级，我便开始积极的分担各种各样的
家务，洗碗、扫地，我都能得心应手，今天，就让我来为你
们展示一下我第一次洗碗的情景!

首先，由妈妈给我示范一遍，只见妈妈先按了点洗洁
精。然后娴熟地旋转着碗 那碗就像一个优雅的芭蕾舞
者，在轻盈地跳着舞，我心想：呵，洗碗原来这么简单。我
迫不及待地抢过妈妈手中的碗，按洗洁精，学着妈妈那
样，可是这碗就像一个调皮的小娃娃。一会儿溜到我的
左手瞧瞧，一会儿又从我的右手心探出了脑袋，一刻没闲
着。只听“啪”的一声，顽皮的碗逃离了我的手掌心，重重
地摔在了地上，摔得粉身碎骨，我吓了一跳，生气地说：

“我不洗了!”可我转念又想，老师说过，做事要坚持不懈，
不能轻易放弃，于是，我重拾信心，勤加练习，功夫不负有
心人。“呼，终于洗完了!”我揉着背，望着那些干净的得能
照出人脸儿来的碗，虽然很辛苦，但我心里却有说不出的
快乐。我也体会到我的父母是多么辛苦，以后，我一定会
帮他们多分担分担家务，减轻他们的负担。

（指导老师：汤宝秀）

乒乓球“增肥记”
浒澪小学 502 陆丹丹

星期天下午，我和王
妙蕾在门前打乒乓球。
就在我弯腰系鞋带时，王
妙蕾趁我不注意，来了个
重球。我立马放下鞋带，
去追乒乓球了，我猛地向
前一扑，可惜扑了个空，
我又迈开步子，突然，我
重心不稳，“啪”的一声，
乒乓球被我踩凹进去了
一块，这可如何是好呢？
我拿着乒乓球去问王缪
蕾，可是她也无可奈何地

摇了摇头，我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就在这时，
我们的救星——妈妈走了过来，我赶忙向她求助，只见妈妈一
脸自信地说：“看我的吧！”

妈妈先倒了一杯温水，然后把这只被我踩扁的乒乓球放
进了水里，再用一本书盖在杯口，我和王缪蕾挣大了眼睛，
认真观察着乒乓球的变化，生怕错过了奇迹，可是过了好一
段时间，乒乓球还是没有变圆，我和王缪蕾又失望又疑惑的
望着妈妈，妈妈赶忙解释道：“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我来瞧
瞧!”妈妈用手一摸杯子，哎呀水冷了，她把冷水倒掉，重新换
上了开水，再次放进乒乓球，只见乒乓球在慢慢的恢复，过
了一会儿，乒乓球奇迹般的变回了原来的样子，我惊得目瞪
口呆，心想：今天的收获可真不少，既观赏了神奇的热胀现
象，还知道了生活中处处有科学。只要我们用心观察，就一
定能够发现科学的奥秘。

（指导老师：汤宝秀）

青岛三日游
浒澪小学 602班 严丫周

书 海 泛 舟
浒澪小学 502班 陈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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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爷爷
浒澪小学 602班 陆丹丹

第一次买菜
浒澪小学 501班 沈曹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