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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微胖的身材，中等个子；

短短的头发，鬓角略微秃了一些；眉

毛浓黑又整齐，一双眼睛炯炯有神；

微笑时，露出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

这就是我的爸爸，一个不折不扣的

“厨神”。

那天，爸爸一早为我的生日准

备了很多食材，准备晚上大显神通。

他做饭与别人完全不同，有

一种习惯，就是他配菜时讲究荤

素搭配，每一次荤菜与素菜的数

量都同样多，每次买菜都得按照

他预计好的买。爸爸之所以每天

按这些习惯做饭，是为了我营养

均 衡 。 原 来 这 一 切 都 是 为 了 我

好，我却不知情。

你以为他就只有配菜神奇吗？

不，他的刀功更加好。

一个圆滚滚的土豆，随着有节

奏的“噔、噔、噔……”就变成了

均匀而细长的土豆丝。他娴熟地右

手拿刀，左手按住胖乎乎的土豆，

一边切，左手一边后退。菜刀在土

豆片儿上一扫而过，片儿就变成了

丝儿。大小一致，粗细均匀，整整

齐齐。他还讲究菜切出来的形状。

有一次妈妈把青笋切成片，被老爸

说教了一番，吃过饭还在念念叨

叨。

老爸炒菜也很神。最让我不可

思议的是，他居然能像大厨那样把

锅掂起来。锅里浓烟滚滚，老爸却

不慌不忙。菜入锅了，只见他右手

拿铲，左手拿锅，锅铲熟练地在锅里

翻动，时不时把锅端起来掂一掂。

各种调料、配菜先后在锅里相遇，一

阵阵馋的香气扑鼻而来，感觉口水

都快流出来了。

家有厨神老爸，不做吃货都不

行。无水排骨、糖醋里脊、霍香鲫

鱼、白灼秋葵……哈哈，想想都流口

水。

洪雅县实验小学校
2016级3班 彭奕然

指导教师 刘萍

“青汗微微透碧纨，明朝端午

浴芳兰。”风儿吹拂着我的脸，转眼

又是一年，端午节悄然而至。

端午节时家家都在门上挂艾

叶，挂菖蒲，还忙着包粽子呢！大

人们都没闲着，争先恐后地报名参

加赛龙舟。我走在大街上，到处都

飘着艾草的香味。

走在街上，到处都在卖香囊、

五彩绳。香囊各种形状都有，你

看，有一头“小狮子”瞪着大眼睛在

对我吐舌头呢！一朵朵“荷花”像

舞者一样展示自己优美的舞姿。

开始包粽子了，我拿着一片叶

子，学着妈妈的样子，小心翼翼地

把糯米倒进用叶子做的三角形里，

装满糯米之后，我又塞了一颗红枣

进去。然后，盖上叶子，在用麻绳

绑好。这样，一个又好吃又好看的

粽子就做好了。

划龙舟比赛开始了！河边上

人山人海，车水马龙。龙舟上的队

员们蓄势待发。只听裁判一声令

下，龙舟像离弦的箭一样朝河对岸

划去，眼看就要到了，十米、六米、

三米、一米……率先到达的一队胜

利了。大家相互拥抱，心里说不出

的快乐。

这个端午节，我过得既快乐又

充实，真希望时间永远停留在这一

天啊！

青神县实验小学
三（7）班 朱米乐
指导教师 郭燕萍

听说我要养蚕，妈妈连连摆手，坚

定地说：“不行，我绝对不同意！”但是，

当知道是罗老师想让我们通过养蚕培

养耐心和专注力时，妈妈语气缓了下

来：“好吧。……但我怕软体动物，你

要自己负责哦。”

说归说，拿回蚕卵那天，妈妈带我

认真地看说明书，又用手机查询了好

些注意事项。没过一周，蚁蚕陆续从

蚕卵里孵出。看到蠕动的黑乎乎的蚁

蚕，妈妈总是眯着眼，呲着牙，教我如

何剪碎桑叶喂蚕，如何用羽毛和夹子

移动蚕宝宝，如何收拾蚕便。

蚕每隔四五天就会睡眠蜕皮，这

个过程一般需要两天左右。那时它们

不吃不喝，抬头凝望天空，似乎在思

考着什么。第一次蜕皮后，它们长大

了一圈，从蚁蚕变成了一龄蚕，产

生的粪便多了，妈妈天天督促我清

理蚕便和干叶。蚕的足上似乎有吸

盘紧紧粘着桑叶，如果用夹子夹它

们，可能会把干桑叶一起夹起。细

心的妈妈发现了诀窍：只要夹住蚕

的头颈部，蚕就容易松开叶子。我

试了试，果然如此。

蚕越大食量越大，找到足够新鲜

的桑叶成了难题。妈妈便委托单位同

事帮忙找，请奶奶从乡下带，还带我到

近郊采摘，好不容易才解决了蚕的口

粮问题。

随着蚕龄增加，妈妈的恐惧也与

日俱增。

蚕宝宝们除了头部嘴上有点黄，

全身皮肤都白白嫩嫩的。它们扭着肥

胖的身躯在桑叶上慢慢蠕动的样子，

真是好笑又可爱。

我忍不住把一只蚕宝宝放到手

上，让它在我手上爬来爬去，那感觉真

舒服。我把脸凑近蚕宝宝，没想到妈

妈看见了，吓得“啊——”的大叫一

声。看见平时高高在上的妈妈被吓得

花容失色，我哈哈大笑，说：“妈妈，要

不你也来体验一下？”妈妈连连后退。

弟弟被吸引过来了，笑嘻嘻嘻地抓起

一只蚕就往妈妈身上靠。妈妈一边说

“不能这样”，一边快速转身，几步走进

卧室，砰的一声关上门，任我们怎么

叫，也不出来了。

半夜我醒来时，看见客厅灯亮着，

原来是妈妈在清理蚕便。她用夹子把

蚕一条一条移走，有时看见夹起的蚕

蜷过来蜷过去，就赶紧放下，然后又来

一次。……这时我才知道，哪怕心里

惧怕，妈妈也支持我，帮助我。

也许，害怕在母爱面前根本不值

一提。

德阳市庐山路小学
四（3）班 王棋乐
指导教师 罗红梅

屋外树上的蝉儿叫个不停，

没有一丝风。热得直冒汗的我，

如果不穿长裤，改穿裙子，那该

多凉快。对啊，妈妈不是给我买

过一条裙子吗？去年，我还穿

过，大家都说好看呢。

我连忙向楼上跑去，打开衣

橱，东翻翻，西找找。裙子啊，你

别和我捉迷藏了，快出来吧，你

在我的身上会特别漂亮的。找

了大半天，衣橱来了个“底朝

天”，连裙子的影子都没瞧见。

唉，我的裙子，你究竟到哪儿去

了呢？

“妹妹，妹妹，你见过我的一

条粉红色的裙子吗？”我家的小

妹最喜欢裙子了，此时，她正在

那儿玩，我赶紧跑过去问，“裙子

上面印着许多小花，一朵一朵

的，十分好看，裙子的最上面有

一层白纱，像仙女穿的那种裙子

的白纱。有这么长，里面非常的

软，摸起来很舒服。”生怕妹妹不

明白我的意思，我边说边比动

作。妹妹的一句“没看见”，让我

默默无语，兴奋劲泄掉了一大

半。

“奶奶，奶奶，你看见过我那

条粉红色的裙子吗？很长很长

的那一条。”奶奶刚从外面回来，

我立即走过去问道。奶奶说裙

子是不是非常的软，外面有一层

白纱。“对，对，就是那条裙子。”

我的眼睛立刻来了一道光，惊喜

瞬间涌进了我的心里。啊，还是

奶奶最好，最懂孙女的心，她肯

定帮我收藏着那条裙子。我拉

着奶奶的手，央求她帮我找出

来，我想马上穿。“那条裙子……

被我洗坏了。”奶奶的话如晴天

霹雳，我的心碎成了两半。

回到自己的房间，我已经没

有多少力气了，躺在小床上，我

一直哭，眼睛都哭红了。我给妈

妈打电话，她安慰我：“女儿，别

哭了，我再给你买一条。”听到妈

妈这样一说，我没有那么伤心

了。

后来，奶奶将裙子洗坏的地

方补好了，我用粉红色的线做了

一个可以挂在脖子上的小包

包。呵呵，镜子里那条穿在小姑

娘身上的裙子，还是挺好看的

嘛。

开江县灵岩乡中心小学
四（1）班 程曦

指导教师 邱达官

瞧！站在你面前的那个小男孩

是谁？一张瓜子脸，一头乌黑的头

发，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像镶嵌了两

颗黑宝石，炯炯有神。两只耳朵能听

到任何细微美妙的声音，高挺的鼻梁

下面有一张能说会道的小嘴巴，其实

那就是我。

我是一个性格很急躁、没有耐心

的人，每当事情做到一半时，我就会

因为时间长而没有耐心。有一次，妈

妈买了一个乐高积木，这是我梦寐以

求的玩具，我急忙将积木拿过来翻来

覆去地看，此时我的心里比吃了蜂蜜

还要甜一百倍。当我把包装拆开时，

顿时目瞪口呆，像泄了气的皮球。一

大堆散开的木头摆在我眼前，我心里

一瞬间就不是滋味了，把眉头一皱，

嘴巴一噘，喃喃地说：“怎么这么多

呀？这得拼到猴年马月呀！”最后，幸

好有弟弟这个小帮手，要不然以我这

性格，铁定是拼不完的。

我这个人虽然性格急躁，但是爱

好广泛。阅读、写作、运动、画画，这

些都是我的长处。运动是我每天的

必修课，我酷爱运动，所以我的皮肤

很黑，像黑熊皮一样。每项运动我都

喜欢，最喜欢的是篮球和跑步。我喜

欢在篮球场上和队员们团结协作，努

力拼搏的感觉；我喜欢跑步时耳边沙

沙的风声，能让我忘记学习的压力和

成长的烦恼。

我还喜欢写作，虽然写得不是很

好，但我喜欢用文字记录我发现的

美。我的文章还在校报上发表过呢，

这更加坚定了我一直写下去的决心。

这就是我，一个性格急躁，但喜

欢拼搏的我；一个没有耐心，但善于

观察的我；一个写作不好，但喜欢记

录的我。

通江县沙溪镇李先念红军小学

四（1）班 何林

指导教师 徐伏英

夏天来了，天气变得越来越热了。

你看，人们穿上了短袖短裤，嘴里

含着冰棍，仍热得满头大汗。风扇、空

调不分白天黑夜，一个劲地忙碌着；老

奶奶的蒲扇歇了一年，终于又派上了

用场；去河边玩水的人络绎不绝，泳池

里挤满了人。热情的知了，扯着嗓子

高声欢唱着迎接夏天的曲子。

走过池塘，一大片荷花在荷叶的

映衬下，显得更美了，不由得让我想起

了“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

红”的美景。你看，圆圆的荷叶上滚动

着晶莹的水珠，像玉盘上的珍珠，在阳

光下闪闪发光。

荷花仙子就更美了！有的还是花

骨朵，尖尖的头、圆圆的肚，像蘸了墨

的笔对着天空写一首盛夏的诗；有的

含苞欲放，它们是在等蜻蜓来了才开

吗？有的荷花已经完全开放，远远看

去，像观音菩萨的莲花座；有的已经凋

谢了，粉色的花瓣落在水上，引来一些

小蚂蚁，它们一定是把花瓣当成漂亮

的小船了。金黄的花蕊上，露出了可

爱的、绿绿的小莲蓬，里面可是住着比

米粒还小的莲米哟！

走过果园，一大串一大串葡萄成熟

了，红的、紫的、青的……香甜的气

味勾住了大朋友和小朋友的脚。摘一

颗放在手里，圆圆的葡萄像宝石，好

像在冲我喊“我最甜”；放一颗到嘴

里，软软的果肉滑溜溜、甜津津的，

还带着一丝酸味，真是酸甜可口啊！

夏天最解渴的要数西瓜了。瓜地

里横七竖八地躺着许多西瓜，绿色肚

子上的花纹是被太阳晒出来的吗？现

摘一个新鲜西瓜，在凉凉的溪水里放

上半个小时，一剖两半，再用勺子挖上

一勺红红的瓜瓤，送到嘴里，冰凉的感

觉从嘴巴直达全身，简直太舒服了！

我喜欢这美好的夏天，你呢？

成都棠湖外国语附属小学
二（7）班 刘予汀
指导教师 刘俊麟

夏天夏天

怕蚕人养蚕怕蚕人养蚕

怕蚕人养蚕，作者的标题里就藏着吸引人的故事。妈妈“怕蚕”是天性，对女儿的爱是本能，陪女儿养蚕就变得理所当然。正
如作者所悟：害怕在伟大的母爱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点
评

让我喜让我喜
令我忧的裙子令我忧的裙子

作者运用人物对
话及心理描写，推动
情节发展，把丰富的
内心活动表现得淋漓
尽致。加上一波三折
的故事，读来令人印
象深刻。

点
评

夏天来了，作者是怎么知道的呢？通过感知天气的热，看到泳池的
人多，听到知了的叫声，作者寻到了夏天的踪迹；又通过满池的荷花，作
者看到了夏天，再通过葡萄、西瓜这些水果，作者尝到了夏天。仔细观
察，通过多种感官，你也会发现夏天的很多秘密。

点
评

““厨神厨神””爸爸爸爸
难忘的

端午节

在作者笔下爸爸堪称“厨神”，文章以外貌描写开头，通过配菜、刀功、炒菜三方面的神奇，运用细节描写
“厨神”形象跃然纸上。

点
评

我的我的““自画像自画像””

作者把自己描写得淋
漓尽致，给读者呈现了一个
活泼、开朗、阳光的小男孩
形象，文章语言描写细致、
幽默，并准确运用了生活中
的语言，整个思路清晰，条
理清楚。

点
评

本文记叙了过端午节
的经历，表现了传统节日
端午习俗。开篇引用恰
当，全文语句优美，用词生
动传神，表达了真情实感。

点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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