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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旅行的乐趣，还是

游戏带来的快乐，我都很喜欢，

但最让我欢喜的，还是美食给

我带来的满足感。

我最喜欢吃的一道美食是

麻辣牛肉面。在邻居的极力推

荐下我发现了这道美食，他经

常给我夸赞那家的面“老香

了”，有时还会边摇头边失望地

抱怨：“哎，我刚去，牛肉面就又

卖完了。……”这一番赞不绝

口和略显夸张的遗憾表情成功

地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心里纳

闷：“一碗面而已，有那么好吃

吗？”为了一探究竟，我决定去

吃一次邻居口中“老香了”的牛

肉面。

我早上刚到，店里已经人

满为患，一个空座位也没有。

在我耐心地等待了半个小时之

后，终于找到一个空位置坐了

下来。我毫不犹豫地点了一碗

麻辣牛肉面，兴致勃勃地等着

那碗“老香了”的牛肉面的到

来。过了许久，在千呼万唤之

后，终于，它被端上了我的餐

桌。

那是一大碗面，凑近闻一

闻，香气直扑鼻尖，好香啊！迫

不及待地尝一尝，美味直击味

蕾，真美味！面里有牛肉、香

菜、葱花……以及冲击我灵魂

的红烧汤汁，我简直不能用语

言来形容它百分之一的美味。

我先把面条搅了搅，让汤

汁充分包裹面条，然后迫不及

待地夹起一块牛肉，慢慢地嚼

着。“嗯，真的是人间美味。”我

心里赞叹道。牛肉块很大，炖

得软烂，口感很丰富。紧接着，

我又吃了一口浸满汤汁的面

条，“哇塞，太好吃了吧！”我对

面前的这道美食赞不绝口。“面

条Q弹有嚼劲，牛肉入味口感

足，这厨艺远超我姐姐呀！”我

自言自语道。

不知不觉中，我竟然把这

一大碗美食连汤带面一扫而

空，对于一个不爱吃面条的人

来说，这简直是一个奇迹。因

为这碗麻辣牛肉面，我对每一

碗面条都充满了期待。从此，

我爱上了吃面。

“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

缺少发现美的眼睛。”美食的美

好需要我们用心去发现，它以

平平无奇的姿态融入到我们的

生活中，带给我们太多感动和

欢乐。我爱美食。

剑阁县开封小学校

六（4）班 岳佳玉

指导教师 李大苍

星期天，我心

血 来 潮 ，想 做 生

意，顺便赚点零花

钱。

走在回家路

上，我发现小区便利店门口竟有一箱

促销的可乐，两大瓶可乐只要十块。

这可乐快过期了，还是老板促销？管

他三七二十一，是时候赚第一桶金

了。

我飞快地跑回家去，扔下书包，取

出存了半年的零用钱。我一边数钱，

一边往外走。妈妈问我：“你去干嘛？”

“去赚钱！”我头也不回地出了家门。

我来到便利店，买走了剩下的四

瓶可乐，心想真是占了大便宜。我快

步走向体育广场，还没走几步，就累得

直不起腰，恰好我的好朋友阿灿路过，

他便帮我提两瓶可乐。

费了好大的劲，我们总算到了体

育广场入口处。我坐在体育广场的大

门口，激动地大喊：“卖可乐了！卖可乐

了！六元一瓶！只要六元一瓶！”我怀

着期待的心，一直等着，肯定有人来买

的！但是，现实狠狠打了我一巴掌。来

往的人很多，可没几个注意到我，人们

视而不见。我在心中祈祷：快来买啊！

老天爷！快让想喝可乐的来吧！

突然，一个声音响起：“你的可乐

好喝吗？”我欣喜若狂，果然功夫不负

有心人，终于有人光顾了。我赶紧说：

“当然！当然！超市卖七块，我只要六

块。”没想到，他居然是跟我开玩笑，根

本不是诚心想买。唉！成功又和我失

之交臂。

古人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我

正好碰见了我的“死对头”小杰，他笑

着说：“哎呀！程大老板卖东西了呢！”

我气愤不过，不如自己喝了。

我找到好朋友阿灿，你一瓶我一

瓶喝起来。我豪横地打开盖子，咕咚

咕咚就喝了下去一瓶。天呐！这味道

简直跟馊了一样。我不信第二三四瓶

也馊了？我半信半疑地打开瓶盖，希

望不是馊的味道。现实跟我开了一个

大大的玩笑——全馊了！

摸着鼓鼓的肚皮，我真的很想吐，

可是吐不出来。想到四瓶馊可乐花掉

了半年的积蓄，我懊悔不已。四瓶可

乐让我明白了，想占别人便宜终究会

被别人占便宜！

屏山县学苑街小学
六（1）班 程梓洋
指导教师 张道明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

路。”周末，我同“走读老泸州”的19

位队友在教练的带领下，来到方山

徒步登高。

我们在普潮村方山风景区大

门集合，教练在整队后为大家讲解

了指北针、口哨、地图等的使用方

法。我们还选出了两位小向导，但

由于他们对地形不太熟悉，拿着地

图也错失了最近的小路。唉，真是

“百密而有一疏”啊！但我们还是

嘻嘻哈哈地走着，不时还看到几位

农民伯伯在挖红薯，收冬豆。一片

片金色和绿色交加的田野，洋溢着

丰收的喜悦。

“加油，就快到了！”费了九牛

二虎之力，终于走到山腰上的售票

亭。站在看台上远眺，哇，举目千

里，广阔无垠，让人心旷神怡！作

为多次在这一带登山的我，接下来

被推荐为小向导，带领大家攀登方

山主峰。

一路上，我引导大家穿过葱郁

的树林，踏过蜿蜒的石板路，不到

40 分钟我们就来到了山顶的一家

农家乐。我们在主人的柴房生火、

烧水、煮方便面。当两大盆热气腾

腾的方便面端上石桌时，伙伴们都

沸腾了，用纸杯做碗享用这次美

餐。然后，我们还在一起分享了各

自的小零食，薯片、点心、面包、水

果……琳琅满目，像是开零食展销

会。

餐后就地休整一会儿，大家又

整装待发继续下山。我们选择的

是以前马帮走的山路，虽然崎岖，

但下山快捷，且充满了乐趣。走到

半路，我觉得腿痒痒的，低头一看，

裤腿上布满了苍耳，使我哭笑不

得，就像一只小刺猬。队友们见了

哈哈大笑，我们在欢声笑语中下了

山。

徒步登高远足，风光无限好，

登山归来的我回味无穷……

泸州市城西附小
四（9）班 刘师辰
指导教师 曾志明

我又梦见他了，我的曾祖父。他

在一片白色的地方，穿着粗布衣，拄着

拐杖，独自一人蹒跚地走着。我想去

追赶他，却不管怎么努力，怎么跑，都

赶不上。慢慢地，我眼前画面慢慢变

淡，以至于虚无。

惊醒，一想到曾祖父，眼睛再次朦

胧起来……

在我的记忆里，曾祖父一直都是

很老、很老的，一双眼窝深陷进去，脸

上皱纹很多。关于他的事，早已忘却

很多，而我一直记得一件事。

那天天气并不算太好，我正在午

休，怎么睡也睡不着。突然听见奶奶

说：“我爸呢？他出去了啊？”爷爷急得

直拍大腿：“哎呀！快九十岁的人了，

几个月没出过家门，说都不说一声，人

就不见了！”外面的云层越来越厚，把

太阳捂住了。

这下好了，一家人忙前忙后，一

会儿打电话给亲戚，一会儿又出门看

看。“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出去找

找。”妈妈喊道。“我跟你一起去！”

爸爸说。于是，家里就只剩下我一

个人。

眼看着天色越来越暗，我只能干

着急。“爸爸妈妈怎么还不回来啊？他

们是不是忘了我啊？曾祖父离家出走

了吗？”屋内时针嘀嘀嗒嗒地跳动着，

也牵动着我跳动的心。

这时，客厅响起了开门声，我连忙

跑过去。可是，迎面出现的不是爸爸

妈妈，而是穿着粗布衣的曾祖父，手里

还提着一袋桃酥。

原来，我小时候最喜欢吃桃酥，每

次拿到一片桃酥，都要叽叽喳喳乐个

不停。所以曾祖父才会出门，给我买

了一袋桃酥。

我拿到桃酥后，立马冲上去抱住

了曾祖父，过了一会儿，我才松开。一

回头，爸爸妈妈早已在我身后，眼眶里

闪动着泪光。

现在，曾祖父差不多去世了三年

了，可关于他的事情和记忆，依然在我

心中。

成都市双流中学实验学校
七（9）班 冷昊宸
指导教师 宋扬

那只不过是一株普通

的小苗，两片嫩绿的小叶

子，细小的茎，只会给人

留下淡淡的印象，甚至根

本不会留意到它。令人意

想不到的是，这株不起眼

的小苗，竟在我心中茁壮

成长。

这是我在外婆的院子

里赏花时，无意间发现的一

棵小苗，它不经意闯入我的

视线，宛如一位亭亭玉立的

绿裙少女，明丽自然，淡雅

清静。细细一闻，还有一阵

独特的清香。我不禁想：

“这株苗真可爱！”美中不足

的是它很瘦弱，看起来有些

弱不禁风。我又为它担心

起来：“它这么瘦弱，能抵御

即将到来的寒冬吗？”

一个星期后，我又看到

了它，让我大吃一惊，它的

腰挺得更直了，还新长了两

片小叶子，绿油油的，充满

了生机，我不禁喜欢上这株

可爱的小苗了。

意外总是让人猝不及

防。弟弟和他的小伙伴一

路嬉戏向我跑来，我还没来

得及反应，他已经一不留神

踩向了那株细细的小苗。

小苗无助地趴在地上，我用

手 指 小 心 翼 翼 地 将 它 扶

起。手刚一松开，小苗就无

力地倒了下去，小叶子上也

深 深 地 留 下 了 弟 弟 的 脚

印。它越发显得憔悴了，我

心里“咯噔”一下，不禁心疼

起它来，却又无可奈何。

又过了一个星期，我原

本以为它会枯萎，但并没

有，它不仅重新站了起来，

还壮实了一圈。我爱怜地

碰了碰它，突然，一滴冰凉

的水滴落到了我的头上，伸

手一摸，下雨了！风“呼呼”

地刮了起来，雨很快就下了

起来，越下越大……

雨后，院子里的花儿们

刚经历了一场秋雨的洗礼，

花瓣零乱地飘落在整个院

坝，我不禁担心起小苗来。

我急忙跑出去，发现它依然

挺立在寒风中，尽管身上还

挂着泪珠，但它仍然像一位

雪原边境的战士，昂首挺胸

地迎接阳光。这样一株坚

强而有生气的小苗，怎么会

抵御不住刺骨的寒冬？它

一定会在寒风中翩翩起舞，

来迎接温暖的春天。

这是一株平凡的小苗，

又是我心中不平凡的小苗

——一棵鼓舞着我的小苗，

它就这样在我的心中生根

发芽、茁壮成长，每当我遇

到挫折时，我总会想起它。

眉山市第一小学
2016级4班 吴沁泽

指导教师 张建英

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美食往

往让人垂涎欲滴。飘香四溢的美食实

在让人移不开眼，也挪不开脚。

清单，我独自一人在街上走着，不

知不觉走到学校附近，还没吃早饭的

我，早已饥肠辘辘。刚拐了个街口，一

股浓浓的香味扑鼻而来，顺着香味，我

看见一家兰州拉面店。

有不少的顾客呢！我进到店里。

店里的年轻拉面师傅正在拉面，只见他

左肩微下，右肩上扬，麻利地揉着面团；

揉了一会儿，他随手抓过一把面粉撒在

面团上，又洒了点水；紧接着，他两手抓

着面团，甩开双手开始拉面。一系列动

作连贯又迅速，可见其功底深厚。拉面

师傅拉着面团的两头，双臂弯曲，迅速

地张开又合上，仿佛手中拉的不是面

团，而是健身器材——拉力绳。不一会

儿的工夫，面团变得又细又长。

这时，拉面师傅将面条往锅里一

放，面条在水中“玩耍”开了。时间一

到，师傅在碗里放入汤汁和配料，两根

筷子一捞，撒上香菜和葱花，一气呵成，

仿佛就像《舌尖上的中国》正在现场直

播。看着拉面师傅娴熟的技艺，闻着让

人欲罢不能的香气，我赶紧点了一份拉

面，迫不及待地想品尝。

不一会儿，一碗拉面端到我的面

前。我仔细端详着拉面，它如同一座小

岛，葱花如同树木，香菜如同草地，汤汁

如同海水，肥而不腻的牛肉如同一座座

小山。吃一口牛肉，肉汁四溢、香气逼

人。这哪里是一碗牛肉面，简直是一幅

秀丽的画。

我忍不住问了一句：“师傅，你以前

是干什么的？”果然不出所料，他说：“我

以前是画家，后来因为一些原因，转行

了。”我情不自禁感叹道：“不错，不错，

真不错，学以致用。”

我狼吞虎咽，吃完后咂咂嘴，回味

无穷。

在生活中，美食无处不在。它能满

足我们的味蕾，让我们身心愉悦，美食

的诱惑无人能拒。

洪雅县实验小学
六（3）班 陈治松
指导教师 刘萍

一株小苗一株小苗

一碗拉面，从制作、出锅、到品尝，作者被深深吸引。文章前后呼应，
语言生动形象，令人回味无穷。

点
评

作者先以侧面描写突出面的“好香”，再直接描写吃
面的过程，生动的词语突出了面的味美好吃。习作条理
清晰，语言生动细腻。

点
评

美食让生活更美好美食让生活更美好

徒步方山

本文结构清爽，语言
干净，富有童趣，如文末
苍耳沾衣，就很生动，特
别是恰当引用诗文名句，
使文章增加内涵。

点
评

作者通过细心
观察外婆家小院的
一棵小苗，经历了艰
难曲折的成长过程，
引发出自己的感想，
遇到挫折要像小苗
一样坚韧不拔。

点
评

我的曾祖父

四瓶四瓶
可乐可乐

作者从日常的一件小事
着手，通过情节的转折与情
感的起伏，将一位慈爱的老
人生动形象地刻画了出来。
作者文笔流畅，条理清晰，情
感充沛，将一件日常小事也
叙述得颇有滋味，由此可见，
是一位热爱生活的有心人。

点
评

本文选材新颖，详细讲述了作者花钱了买了个教训，心理描写真实
细腻，买可乐的兴奋、卖可乐的期待、卖不出的失望，读来让人忍俊不
禁，结尾耐人寻味。

点
评本

版
图
片
均
为
资
料
图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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