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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酸甜甜的味道，脆嫩的口

感，还带一点微辣，这样的虎皮辣

椒谁不爱呢？

虎皮辣椒和着白米饭吃，那

可真是绝佳的搭配。一说到虎皮

辣椒，我就不由自主地咽起口水

了。在我的眼中，它荣登下饭菜

排行榜首位，足以和那些山珍海

味相媲美，可以说我一天不吃虎

皮辣椒，就浑身都难受。

虎皮辣椒的做法非常简单。

首先挑选辣椒，做虎皮辣椒最好的

选择就是宽圆肉厚的青椒，每一个

都胖胖的，关键是还不辣，适合小

孩和老人吃；而且这样的青椒水分

足肉汁较多，吃起来口感很好。

选好辣椒之后就是处理了，

只需要简单清洗一下，让辣椒与

凉水来一次拥抱，再将它切成小

截，挖出里面的籽就好了。接着，

起锅烧油，蓝色的火贪婪地舔舐

着锅底，等油热一下把辣椒倒进

去，只听吱吱的声响，锅里腾起白

烟，一股香味钻入鼻中，好似齐天

大圣出世了，又好似在放花炮。

等一面煎成虎皮一般的焦黄色，

再迅速翻另一面。等两面焦黄，

颇像老虎皮花纹时，就可将其倒

入盘中，醋和酱油如同瀑布从瓶

中流出，淋在辣椒上，盐、糖与味

精如同雪花般落在辣椒上，这道

绝世美味就做好了。

今年正好是虎年，吃虎皮辣

椒，便是虎虎生威了吧。晚饭时，

一大桌子菜，只有虎皮辣椒是我

的最爱，电饭煲里的米饭被我一

连盛了三大碗，挺着像个皮球的

肚子坐在桌前，满满的满足感。

酸酸甜甜的虎皮辣椒，老少

皆宜，大家吃的时候可得多备些

米饭哟！

洪雅县实验小学
六（4）班 唐天瑞
指导教师 谢涛

早就听说莫比乌斯带实验很

有趣，今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做

实验。

首先，我们各自准备好两条纸

带，分别标上1、2两个序号。我把

1 号纸带铺平，首尾相连，粘在一

起，做成一个圈。再把2号纸带铺

平，用手指压着一头，然后拿着另

一头，从中间旋转180度，再把纸带

首尾相连粘在一起。

然后，妈妈把纸带子拿在手

上，分不清旋转的角度，差点旋转

成360度。我让她像我一样把纸带

铺平再翻转。她也想出一个好办

法，在纸带正面画上波浪线，背面

什么也不画，然后把第一面旋转

180度，再和第二面粘起来，就成功

地做成了一条莫比乌斯带。

之后，我就按照书上的要求，

给莫比乌斯带涂颜色。我发现，从

开始涂色的地方起，涂两圈又到了

我开始涂的地方，没有翻面，却把

整条纸带里里外外都涂满了颜

色。不像1号纸带，不翻面就只能

涂满纸带外面或里面。这时，我才

发现，莫比乌斯带看似有两个面，

但实际只有一个面。同一条带子，

只要旋转180度连接，就可以把本

来有两个面的纸带变成只有一个

面，真是太神奇了！

爸爸告诉我，莫比乌斯带在生

活中也有很多应用。比如，机器的

传送带做成莫比乌斯带，就会让传

送带里里外外均匀磨损，延长使用

寿命；游乐园中的过山车也是做成

莫比乌斯带结构，使过山车能在轨

道两面通过；利用莫比乌斯带原

理，还可以建造立交桥和道路，避

免车辆和行人拥堵。……

接着，我沿着中线把莫比乌

斯带剪开，发现莫比乌斯带变成

了一个更大的带子。我继续沿带

子中线剪开，这次得到了两个相

互扣住的环带，并且两个环带都

是两个面。再继续剪下去，结果

依然一样。

莫比乌斯带的变化真是无穷

无尽，还有许多奥秘等着我们去探

索。

德阳市庐山路小学
四（3）班 王棋乐
指导教师 王汐

去年秋天开学不久，一抹亮

丽的嫩绿在窗台外被我发现了。

它孤零零的一株，约 3 厘米

高，纤细的茎杆像牙签一样粗细，

茎杆上每隔一小段就左右对称地

长着两片呈“心”形的细小叶子。

整株植物是那么的娇小柔弱、嫩

绿亮丽，令人心生爱怜。

这株植物生长在窗台上的水

泥缝里。这里没有土壤，没有养

分，它却生长得如此娇嫩、如此欢

快。这真是一株神奇的植物。

于 是 ， 我 就 每 天 关 注 着

它 。 只 见 它 从 根 部 又 长 出 一

株，它们就像俩兄弟一样，相

互照顾着一起生长，一点一点

地长高。它们长到 10 厘米左右

时，纤细的茎杆就“睡卧”在

窗台上，并从茎杆的节上长出

更多分枝。它们依旧是那么娇

翠欲滴、娇嫩可爱！

转眼到了寒冷的冬天，我心

疼地想：“它们应该过不了冬天

吧！”但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即

便去年的冬天比往年寒冷得多，

它们仍旧长得那么欢快，那么嫩

绿，没有一点向冬屈服的意念。

如今，新学期又开学了。它

们也长成了茂盛的一丛，差不多

布满了整个窗台，装点着我的

家。

这株神奇的植物，我虽然不

知道它叫什么名字，是如何来到

我家窗台的，但我赞叹它不畏恶

劣环境而努力生长的坚强，我喜

爱它虽处恶境却活出了自己的

精彩。

通江县沙溪镇李先念红军小学
四（1）班 冯时

指导教师 王小梅

如果说大冬天还有什么能让人

体会到收获的喜悦的话，那一定是

摘橘子。

这不，适逢星期天，是个难得的

好天气，我和好朋友宋子曦约好，我

们两家人一块去龙泉山摘橘子。

龙泉山地处成都市龙泉驿区南

边，盛产枇杷和橘子。此时，枇杷花

正艳，橘子当成熟。尽管龙泉山距

离我们不是很远，只有30多公里，但

要在山中找到合适的橘子园，上上

下下的山路也很费事。

一路上，我们看见了很多橘子

树，一个个橘子仿佛是一个个小灯

笼挂在青翠欲滴的树枝上，金黄金

黄的，一片连着一片。这些橘子树，

装扮着萧条、寒冷的冬天，绘就了一

幅美丽的丰收图。

在一家聚集了好些人的果园

前，我们停下了车。一位慈祥的老

奶奶看到我们下车，热情地过来打

招呼，并端来一盆橘子让我们品

尝。吃橘子我不感兴趣，我要摘橘

子，体验冬日收获果实的喜悦。

大人们很快讲好了价钱。我们

每个人带上一个筐子、一把剪刀，一

路说笑着来到果园。抬眼一瞅，好

大的一片橘子林，金果闪烁，让人赏

心悦目。一棵棵橘子树上挂满了果

子，多得像夜空中的星星，数也数不

清。她们又仿佛是一个个小精灵，

或在进行秀场竞技，或三五成群窃

窃私语，或独处一隅懒洋洋地晒着

太阳……

教我们摘橘子的是一个果农老

大爷。他边做示范边介绍：“把筐

子挎在左手臂上，选好一个橘子，

一手拿剪刀，另一手托着橘子，剪

橘子要从挨近果实的枝叶上开始剪

……”

我听得晕头转向，心想：不就

摘个橘子，事儿咋这么多？我看到

一个大橘子，就伸手去摘，谁知还

没够到橘子，脸却被树枝“噌”的

刮了一下。“哎呦！”疼得我叫出了

声。我用手摸了摸，好像没出血，

继续……不大一会儿，我的脸上和

手上都被刮伤、蹭伤了。但看着一

篮子又大又黄的橘子，就又开心起

来。

一出果园，只见大家都盯着我

笑。我对着镜子一看，原来，我的

脸成了大花猫，汗珠子裹着泥点

子，还有血印子，黑一道白一道红

一道的，我忍不住也笑了起来。

回家的路上，我陷入沉思：收获

果实虽然是喜悦的，但同时伴随着

艰辛。一个橘子从播种、浇水、施

肥、收获到运输，每一步都凝聚着农

民伯伯的汗水和心血，最后才能到

我们手上，吃到我们嘴里。而我们，

却总是对其中的辛苦视而不见，感

觉掏了钱就应该吃得心安理得，若

不合口味想扔就扔。

这次采摘活动，既让我享受到

了收获的乐趣，又品味到耕种的不

易。我默默发誓，从今天起，一定

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不能浪费粮

食。

成都市东城根街小学
六（3）班 杨漫妮
指导教师 宋建华

人生有许多难忘的事，但我

最难忘的是今年正月初二的那一

件事。

那天，我们去外婆家拜年。

到了那里，我一下车就看见表哥

开心地跑来迎接我，我们一起玩

了起来。

吃了午饭，表哥带我去堰塘

边玩火炮。我开心地和表哥去了

堰塘边。这时，我看见一个斜

坡，那个斜坡大概有一米多长。

我叫住表哥，兴奋地说“这里有

个斜坡，咱们在这儿放吧，肯定

很刺激!”表哥看了看，爽快地

答应了。

我领着表哥，走了下去，因为

昨天下过雨，地面很潮，容易打

滑。“在这里放，可以让火炮爆炸

时的声……”我话还没说完，表哥

就滑了下去。他在水中漂了起

来，感觉离岸边越来越远，他急

了，双手扑打着水面，双脚一蹬，

似乎忘了怎样游泳。而我呢，当

时也急傻了，不知所措，几秒钟

后，我鼓起勇气向表哥伸出了手，

可他没看见，而且也够不着。

他大声喊：“救我！救我！救

命呀！救命呀！”可这声音只有我

听得见。我又把手伸长了点儿，

可我也差点儿滑下去，我赶紧爬

了上来。怎么办？我急得像热锅

上的蚂蚁。这时，表弟也来看我

们放火炮了，当他看到这情景，惊

呆了，表哥大喊：“快去叫我妈！”

表弟很听话，他跑去叫小姨了。

这期间，我想了想，说：“快！蛙

泳！”表哥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

借助去年暑假学的蛙泳，游了上

来。这时，我才发现我的鞋子湿

透了，表哥也成了落汤鸡。

这时，小姨、妈妈、舅舅、二姑

婆等都着急地赶来了。小姨破口

大骂：“这下你喝干了吧！啊？”妈

妈也瞪着我：“你们怎么能到堰塘

边去呢？”说完，他们着急忙慌地

带我们去换衣物，由于外婆家没

有适合我穿的裤子和鞋子，妈妈

叫我把裤子鞋子脱了窝在被窝

里，她又找来吹风机开始给我吹

裤子，妈妈弄了好久才吹干，期间

给我讲了好多的道理和安全知

识。其实我当时已经吓傻了，也

没听进去多少。不过，我明白了

两点：只有在大人的陪同下才能

到水边玩耍；遇到紧急情况要大

声呼救。

我想，这次“落水事件”是我

这一生也难以忘记的事情，现在

想想，当时我们到那么危险的地

方去玩还真是蠢呐！

中江县实验小学
四（1）班 梁紫涵
指导教师 向顺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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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采摘活动，一次生
活感悟。酸酸甜甜的橘子，
让作者能够品出其背后的
辛苦，耕种的不易，从而懂
得爱惜粮食，珍惜别人的劳
动成果。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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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株神奇的植物

作者善于观察，善
于发现，从植物身上获
取了活出精彩人生的启
迪。同时，文章语言细
腻，描写准确，字里行间
充满童真童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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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的清晨，宁

静而美丽。朝阳还

未升起，对面苍绿的

群山，这儿一块，那

儿一片泛着新绿，就如同用绿色渲

染的中国画一般。我和婆婆顺着乡

村公路散步，一边走，一边欣赏着这

美好的春光。

转过一道弯，前面豁然变得开

阔起来。我被眼前那抹黄所吸引，

黄灿灿的一片，就像给碧绿的田野

铺上了金色的地毯。我情不自禁地

大喊起来：“哇塞！油菜花开了。”层

层叠叠的梯田里，油菜花竞相开放，

散发出浓郁的花香，招来了众多辛

勤的小蜜蜂和色彩斑斓的蝴蝶飞行

其间。

我 细 细

打量着这些

比我还高的

油菜：一株株

嫩绿的茎昂

首挺胸，

纵横交错但并不显得凌乱的枝丫

上，擎满了密密层层的黄色小花，把

嫩叶全给封住了。这些小花姿态各

异，有的已欣然怒放，丝绸般的花瓣

呈十字形展开，吐出几根纤细的花

蕊，显得那么奔放而优雅；有的虽只

是绿中泛黄的花骨朵儿，却张着好

奇的眼睛，欣赏着周围烂漫的花世

界，时刻准备加入这光彩夺目的盛

会。……

这一抹亮丽的黄呀，怎能让

我不怦然心动？我徜徉在花间，

沐浴着浓郁的花香，惬意地闭上

眼睛感受着，尽情享受着这美好

的境界。

我知道，油菜花开的时间是短

暂的，就那么短短的几个星期，它们

却认真地把握好大好的春光，开出

了最美的花儿，完成自己该履行的

使命。

此时，我眼前的田野里仿佛铺

满了丰收的菜荚，还有那农民伯伯

张张欢愉的脸庞。

南江县大河镇小学
三（3）班 王梦菡
指导教师 蔡小平

油菜
花开

作者认真细致地观察油菜花，想象丰富，描写生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家乡的
热爱，文末点题，令人回味，催人奋进。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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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皮辣椒虎皮辣椒

作者笔下的虎皮辣
椒酸甜脆嫩、老少皆
宜。文中详细讲述了做
法，运用比喻、拟人手
法，语言生动形象，字里
行间流露对虎皮辣椒的
喜爱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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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的莫比乌斯带神奇的莫比乌斯带

作者不仅把对莫比乌斯带的探究过程描述得十分清晰，充
分体现了其神奇之处，同时还介绍了该研究在生活中的运用，点
燃了读者探究科学的热情。

点
评

令我难忘的事令我难忘的事

文章采用叙述的方
法，记录了表哥掉进水
里，又如何得救的全过
程，以动作、语言等细节
体现出对这件事的刻骨
铭心，同时也写出了从这
件事中得到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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