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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颜色
莱山区实验小学五年级五班 齐鲁晚报小记者 王凌霄

指导教师 尹鹏晓

幸福是红色
我曾经读过一个故事，一个

患白血病的女孩，她梦想当一名

空姐，每天飞翔在蓝天上。那时，

她觉得，幸福的颜色是蓝色。后来

当救命的造血干细胞输入到她的

身体里后，她恍然明白，原来幸福

的颜色是红色，是鲜血的那种红。

这个红是救她的颜色。

幸福是绿色

在遥远的黄土高原上，这里

到处都是沙土石子，见不到任何
绿色，就连耕田都要面对水土流

失，荒漠化的境地。人们天天都被

这些事缠绕着。

终于有一天，一个人站起来

呼吁大家每人种十棵树，这样就
可以解决水土流失的问题了了，

就这样，在这个山区的五百多户

人家，都参与了进来。一天过去

了，原来光秃秃的山坡变成了一
片绿色家园，人们望着这个绿色

的山坡，笑了。幸福是绿色的。

幸福本无色
我们每天都在不知不觉中

喝掉了一千多毫升的水，而我

们却不知道这是多么的幸福。

对那些缺水地区的人们来说，

每天能喝一口水，就非常的幸

福了。也许我们并不知道我们

喝的水是地球母亲送给我们最
好的礼物，所以才不知道自己

有多幸福。其实，地球母亲赐予
我们淡水，就是为了让我们珍
惜这个幸福。所以，幸福本无

色。

我呢，认为幸福的颜色的是

白色。

在“非典”时期，我得了肺炎。

刚住进医院，医生就给我戴上了

口罩，这口罩普普通通，白白的，

厚厚的，戴上去一点也不舒服。可

在当时，这是对我的一份关爱，让
我与病毒隔离起来，使我们人人
都能幸福的生活着。

我知道了，原来幸福的颜色

是白色的，是没有杂色的白色。

幸福的颜色是七彩缤纷的，

是五彩斑斓的。每个人都有自己

幸福的颜色。

母亲
莱山区实验小学五年级一班 齐鲁晚报小记者 朱小宇

指导教师 吕婷婷

母亲，是世界上最伟大、

最崇高的人。

从我呱呱坠地开始，便

沐浴在母爱的阳光中。为了

把我抚养好，一个母亲能做

的她都做到了。给我印象最

深，使我倍加感激的是母亲
那和蔼、真挚的微笑。我有
了进步，她微笑着表扬我；

我有了过失，她微笑着批评
我；我骄傲自满时，她微笑

着给我泼点凉水；我颓废失

意时，她微笑着给我添点动

力……我是在母亲微笑的

甘露浇灌下茁壮成长起来

的一株小树，我是在母亲微

笑的春风拂煦下绽开的一
朵小花。

我一天天地在长大，但

不知道为什么，母亲那亲切
的笑容已不再多见，取而代
之地常常是严厉的面孔。每

天陪伴我的只有书桌、台灯

和数不清的习题。“难道母

亲不爱我了吗？”我一次一
次地冒出这个念头，又一次
次地将之否认。想起小时

候，母亲教我写字，背诗，寒
冬里给我洗衣服，酷暑中为

我整理房间……我九岁那

年的一天，半夜一点钟，外
面是瓢泼大雨、电闪雷鸣。

我突然发起了高烧，爸爸不

在家，母亲看着我，又望望
窗外，仔细给我披上雨衣，

毅然背起我向医院跑去。我

伏在母亲背上，清晰地听到

了母亲急促的喘息声。我的

心快要碎了，我说：“妈妈，

我下来自己走吧！”母亲毅
然答道：“那怎么行呢？你发
着高烧，怎么能在雨里走？

把雨衣披严，千万别淋着

了。”我的眼睛不禁湿润了。

雨大路滑，母亲一歪，险些

摔倒，站稳后，她急切地问

我：“没事吧？”我说：“没

事！”母亲长舒了口气，如释

重负地说：“那就好，那就
好。”就这样，母亲深一脚、

浅一脚地把我背到了医院。

当一次次考试试卷发
到我手中时，一种莫名其妙

的感觉就会从心底涌到胸

口。我的鼻子酸酸的，但我

忍住了，我怕同学们看到。

试卷上鲜红的分数告诉了

我一切。当母亲看到试卷
时，久违的微笑又写在了脸

上，她微笑着对我说：“跌倒

了，自己爬起来。”这句话伴

随着我走过了十几个春秋，

它给我力量，促我进步，我

由衷地感谢我的母亲。

包哈饼
莱山实验小学五年级五班

齐鲁晚报小记者 张钰琳

指导教师 张莲英

星期天，我们家要包哈饼，我

最爱吃哈饼了，今天我也要看看哈
饼是怎么包的。

奶奶调馅，大姑揉面，我赶紧

洗干净手，围上小围裙，开始包哈
饼了。我擀皮，大姑包，我擀一个大
姑包一个，我们两个配合默契。

但到最后我的手都没劲了，擀

的皮要么是个长方形的要么是个
心形的，我着急地说：“大姑你慢一
点，我都跟不上你了。”大姑不慌不

忙地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慢慢

擀，没事。”我又不慌不忙地擀了起

来。真奇怪，我擀得越来越圆，越来

越快，大姑那都攒了好几个皮。

我看大姑在那包，我的手也痒
痒了，想要包一个，我和大姑说：

“大姑让我包一个试试吧！”大姑

说：“好呀。”大姑告诉我左手拿皮，

右手拉褶，我感觉我的手不听使唤

了，笨手笨脚的。我好不容易包完
了一个，尽管包得一点也不漂亮，

但是我的心里美滋滋的。我对大姑

说：“大姑，蒸熟了之后我要吃这
个，我要尝尝我自己包的哈饼是什

么滋味。”大姑笑了，一旁忙活的奶

奶也笑了，这个星期天我觉得过得

很有意义，因为我又学会了一样家

务活。

石缝间的生命
莱山区实验小学五年级五班 齐鲁晚报小记者 王宇

可能有许多人都喜
欢花，比如：雍容华贵的

牡丹；美丽娇艳的月季；

芬芳诱人的夜来香；亭
亭玉立的水仙，这些都

是在人们精心培育下长
大的，而唯一不依赖人
类的花就是那石缝中的

花——— 小黄花。“小黄

花”是我为它起的名字，

原因很简单，因为它只

是一种簇簇无名的野
花，所以，我只能用“小

黄花”这个名字代替了。

“小黄花”生长在石

缝间，尽管也能从阳光

中分享到温暖，从雨水

中得到湿润，可那一切
生命赖以生存的土壤却
要自己寻找，可见，它们

面对的现实是多么的严

峻。大概就是这个原因，

它们只长有两三片长长
细细的薄叶，那细微的

叶脉告知人们生存是多

么艰难！我总觉得小黄

花的存活率十分小，可

它们好像跟我做对似

的，总是以惊人的毅力

顽强的活下来。这就是

生命，在人们所没有想
到的情况下顽强地站起

来，一但起来就再也不

倒下。如果，这是一种本

能，那么它正说明生命

的本能是多么尊贵！

看着“小黄花”，我
自然地想起生命中的强
者。大自然向来有着一
条法则——— 适者生存。

这条法则固然无情，但

试想，如果没有了这条

法则，生命还会如此残

酷吗？生命还会如此拼

搏吗？

人有顺境，亦有逆

境。在逆境中思考的一些

问题在一帆风顺中是想
不到的，也是认识不到

的，愿一切生命都敢于去

寻求最艰苦的环境，在逆

境中磨练自己，在不属于

自己的生存空间里为自
己开创一片新天地。

挖树坑
莱山区实验小学五年级五班 齐鲁晚报小记者 孙启皓

指导教师 尹鹏晓

为了使我们的校园更加

美丽，这个周六学校组织老

师进行植树活动，我们班的

同学也积极要求参加，这可

是美化我们学校的大好机会

呀，可不能错过。在我们的积

极要求下，老师同意了。

早上，我兴致勃勃地扛
着铁锹来到了学校。草坪上

已聚集了很多老师。想像着
自己种的小树茁壮成长，我
更希望活动早一些开始。这

时我们班已经陆陆续续来

了十多名同学，在班主任的

带领下，我们找到了自己班

的坑，这个坑已经被别的老

师挖过了，不过在碰到了一
块很难挖出来大石头以后，

就放弃去寻找“新大陆”了。

老师说：“那就让我们来攻
克难关吧！”说完就挥起铁

锹干了起来，我们也不甘示

弱，在旁边辅助起来。铲的

铲，挖的挖。坑要一百二十

厘米宽，八十厘米深。挖着
挖着我们发现了石头的根
基：一根插入地下的钢筋。

我分析了一下，认定这

是当初建筑工人为了省力埋

到草坪中的建筑垃圾。我将

这一发现告诉同学们，也得

到了同学们的认可。经过我
们的“狂轰滥炸”，石头终于

出土了。

我们本以为没有石头

了，可是没想到，石头越挖

越多，越挖越大。因为已经
挖出来过巨石了，所以这次
挖也不难，女老师们先用锄
头撬，由于力气过小，石头

纹丝不动，我们这些小孩又

下去松了松土，也无济于

事。现在只能找男老师来

了。男老师拿来了铁镐，三

下五除二，石头出来了。接

下来，男老师们纷纷过来帮

忙，一块又一块巨石脱落在

地，就连那一块名符其实的

巨石也在强撬下认输了。一
个大坑就这样挖好了。我多

么希望在这个坑内成长的

小树能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这次植树虽然只挖了

一个大坑，但是我也体验到

了种树的乐趣和劳动的快

乐。

聆听《渔舟唱晚》
南通路小学五年级二班 齐鲁晚报小记者 蔡依凝

指导教师 张丽

古筝是我国民族乐器之

一，《渔舟唱晚》这首曲子是用

古筝演奏出来的，它的作者是

娄树华，乐曲的节奏是由慢到

快，由平缓到激情，演奏出了渔

夫们打鱼的一幕场景，让我们

一起来欣赏吧！

这首曲子演奏的是一群渔

民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他们

全靠着出海打鱼为生。男人出
海，女人在家做家务，日子过得

无比幸福甜蜜。一天渔夫们早

晨出海打鱼，开始的时侯风平
浪静，可是正当打的起劲时，忽
然刮起了大风，下起了暴风雨，

一瞬间天色暗了下来，每当我
弹到这里时我都会想像出这些

渔夫坐着摇摇晃晃的小船，一

副无可奈何的样子，眼看着暴

风雨越来越大，小船在大海里

像一片树叶，漂泊不定，渔夫们

着急绝望，但没有能力改变什

么的紧张画面，我弹的也很激

动。终于天慢慢好了，渔夫们松

了一口气，又投入到了快乐的

打鱼氛围中。夕阳西下，渔夫们

满载而归，欢天喜地的场面出

现了，渔夫们晃晃悠悠地划着

小船，畅想着晚上的丰富晚餐，

一副温馨的画面又浮现了出
来，弹到这里的时侯我心中充
满了感动和温馨。

我喜欢这首曲子，这首曲
子已经流传很久了，同学们有

机会你也用心体会聆听一下，

看看我的感受对吗？

春雨
烟台开发区第一小学 三年级六班

齐鲁晚报小记者 魏瑶

第一场春雨来到了人间，无声

无息的下了起来，像千万条银线从
天空垂了下来，给大地增添了许多

神秘的色彩。

春雨是春天的使者。春雨亲切
地敲打着大地，告诉她春天回来

了；春雨落在枯萎的小草上，对小

草说：“快起来，看看我是谁？”春雨

落在树枝上，对它说：“快换上绿色

的礼服，去迎接春天。”春雨落在我
的脸上对我说：“小朋友，恭喜你又

长了一岁。”

春雨是一位画家。春雨过后，大
地就变得五彩缤纷。五颜六色的花

朵像星星一样点缀在大地上，柳树

抽出了嫩芽，小河的冰也融化了，发

出叮咚、叮咚的声音，鸟儿叽叽喳喳

地叫着，好像在祝贺春天的到来。

春天来了，一切都变得鸟语花

香，到处都是生机盎然的景象。

我喜欢春雨，春雨快些下吧！

你是我们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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