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电话!

!""#$%%&'$()

年
#

月
*"

日 星期四8B 编辑 周玮玮 版式 孙瞳 校对 王卫宇小记者 百草园·

今天我写完作业，便向
妈妈学习她的拿手点心———
土豆饼。
进入厨房，她一本正经

地说：“过程是这样的，用打
皮刀把土豆皮去掉，洗干净
土豆，用擦子把土豆擦成丝，
把面粉，十三香，鸡精，精盐
等调料与土豆丝搅拌均匀，
再往锅里倒油，待油加热后
将调好味的土豆丝放到平底
锅内，用铲子不停地翻动，直
到熟了为止。怎么样？简单
吧！”我看着妈妈，笑着说：
“嗯，好像不难啊！”

我从袋子里找出了三个
土豆，认认真真地去起皮来。
可是不到一会儿功夫，手上
已经伤痕累累了。我只好恳
请妈妈来帮忙完成这一危险
的工作。拿着妈妈帮忙去好
皮的土豆，在水龙头下面反
复冲洗着，该把它擦成丝了。
我吸取刚才的经验教训，慢
慢地一下一下擦着丝，终于
把三个圆滚滚的家伙变成一
根根“豆芽菜”。
继续下一项工作，找调

料。我快速地把各种调料倒
进装土豆丝的盆里，手里的

精盐“哗”的一下，呀，糟糕，
盐倒多了！我找来个小勺子，
一点点把多余的盐舀出来。
拿着筷子均匀地搅拌着土豆
丝和各种调料。

终于剩下最后一步了，
掌勺。把电磁炉点着，向平底
锅内加油。没过多久油就烫
了，我迅速把盆里的土豆丝
倒进锅里，只听“嗞啦”一声，
锅里就冒出了许多白色烟
雾，我拿着铲刀赶快把它翻
过来，生怕它糊了。我目不转
睛地盯着锅里的土豆饼，不
敢有一丝大意，不断地让它

在锅里面做着“前滚翻或者
后滚翻”，时间不长，锅里的
“豆芽菜”个个都穿上了金黄
的衣服，仿佛一时间满城尽
带黄金甲了。
我放心地关掉火，小心

翼翼地用铲子把一整块土豆
饼放到盘子里。嗯，大功告
成，我急切地夹了一小块，放
进全程陪着我的妈妈嘴里。
妈妈细细地咀嚼着，脸上写
满了笑容。不住地夸我，手艺
还真不错啊！
成章小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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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魏亚男

指导老师 蒋小芬

姑姑的嫁妆
姑姑出嫁的前一天，妈妈带我去帮

姑姑摆嫁妆。
到了小爷爷家，我急忙跑进屋里看

嫁妆，怎么什么都没有啊！我正感到纳
闷，小奶奶告诉我说：“嫁妆放在前面阳
台上，姑婆正在布置呢！”我又跑到阳台，
可是那里除了一只小小的子孙桶和首饰
箱，还有就是两盆汤圆，两大盆鞋子，盆
子中间还有小孩肚兜，一条被子、一只木
箱外，再也没有其他东西了，难道说嫁妆
就是这么点？我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
脑！
妈妈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笑着对

我说：“快去问问姑婆吧！”姑婆一边在嫁
妆上系着红丝线一边说：“子孙桶寓意为
姑夫家延续香火，多子多福，全家人要团
结。首饰箱是娘家对女儿的疼爱，一般母
亲把自己最珍贵的随身贵重首饰送于女
儿，表示疼爱和陪同。男女鞋子也是必备
的陪嫁品，寓意婚后生活一路风顺，脚踏
实地。小孩肚兜这是长辈对于子孙后代
的盼望，祝福新人早生贵子。木箱子是一
个传统的习俗，寓意姑娘家是个有脸面
的人家，以及陪嫁东西的珍贵。”说话间，
姑婆还把我拉到她身边，打开小木箱让
我看，我仔细地看着，里面有许多硬币，
还有一张十万元的存折和现金，总共十
二万八千元。我脱口而出：“多好的数字
呀！一十二万八就是要你发，姑姑要大发
啦！”姑婆夸我真聪明，她还告诉我：“硬
币是用来压箱底的，寓意新人以后的生
活富裕，钱罐满箱。存折是陪嫁，也是父
母的心意。被子一般是由母亲亲手缝上
被罩，寓意新人以后的生活温暖幸福
……”我似懂非懂地听着，看着姑婆一会
儿放红枣，一会儿贴双喜，一会儿播米
花，我心里明白：这些姑姑的嫁妆既传承
了民族文化的习俗，更表达了对新人的
美好祝愿。我衷心地祝愿姑姑、姑夫幸福
快乐一辈子。

南夏墅中心小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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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潘懿

指导老师 潘冬芳

小白
我的太婆家养了一只猫，它长得

胖乎乎的，头又大又圆，两只炯炯有
神的大眼睛，泛着绿光。最惹人喜爱
的是它那一身雪白的毛，我们都叫它
“小白”。

一天，我去玩耍，发现小白躲在
草丛里，浑身发抖，看着它那可怜的
样子，心想：“小白”一定很冷，我要给
它做个温暖的小窝。说干就干，我先
找来纸箱，把它擦干净，然后用小刀
在箱子上裁出一个小门，再往箱子里
依次铺上稻草、绒布，最后往箱子上
套上塑料袋，防止雨水进入箱子。“小
白”的新家就这样做好了。

我立刻把箱子放在阳台上，果
然，不久后，“小白”就钻进了新家，并
发出“喵，喵”的叫声，好像在说：“我
的新家真温暖，谢谢你，小主人。”
此后，小白每天都会在新家里舒

舒服服地睡大觉。
龙城小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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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蒋诚智

阳光撒在白茫茫的滑雪
场上，我，侯笑恬，还有宿朵
儿一行人穿着笨重的滑雪
鞋，拖着沉重的滑雪板和轻
巧的雪杖，来到了滑雪场的
中央。
“好了。来，先把滑雪杖

整齐地放在地上，然后前脚
掌踩着这个，后脚跟往下一
踩……”滑雪老手丁丁详细
地讲解并示范了一遍如何牢
固地卡住在雪板上，再简单
地告诉我们外八字是前进加
速，内八字是减速，我们还没
来得及反应过来呢，丁丁便
扬长滑去了。
“要不我们半山腰去玩

俯冲吧！”朵朵妈提意，我们
点头答应了，便笨拙地踏着
雪鞋，走上了传送带。

“哇哦！”宿朵儿大叫一
声，微微半蹲，滑雪板呈内
八字的形状，飞速地向下
滑，侯笑恬紧跟其后，以更
快的速度向下滑去，可惜好
景不长，侯笑恬撞上了一个
年轻女士，狼狈地摔了个四
仰八叉。

我小心翼翼地拖着雪
鞋，走上了平地。可是不知
为何，滑雪板不听使唤地俯
冲下去，我把持不住滑雪
板，一下子摔了个极为不雅
姿势。

我拍拍屁股，站了起
来。准备完毕，我半蹲着，滑
板呈外八字，飞速着滑了下
去。可好景不长，两个正休
息的男生出现在了我的视
野，还没来得及刹车，就直

接撞倒在那两个男生后面，
咬着牙重新爬起来，一点一
点地走到平地上，准备好俯
冲，一鼓作气，再来。这一
次，我完成的非常成功，一
路的畅通无阻，使我勇气大
增，把滑雪杖轻轻拖在身
后，眼睛不停地扫视着前
方，控制着滑板的方向，脸
上洋溢着胜利的笑容。此时
整个滑雪场仿佛成了我的
私人滑雪场，旁边无数个人
影成了一个个模糊不清的
影子，一闪而逝。滑板停了
下来，顿时，一股胜利的喜
悦冲上了心头，终于，我成
功了。

二实小教育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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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侯晶晶

指导老师 马燕芬

我们的校园
我们的学校，丽华新村第三小学位

于丽华三村内，走进校园就给人一种朴
素整洁之感。进入学校，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几个大字：“学会求知，学会共处，学会
创新”，这就是我们的校训。大门东西两
侧分别是教学楼和操场，南边是雨荷农
场。

我们的教学楼是字母 u形，四层
楼。沿着教学楼一楼的音乐室往前走，从
一楼走到四楼就是我们6个年级19个
班的教室。我们的教室宽敞、明亮。玻璃
和大门都是新装的铝合金的，每个教室
都有大型电视和实物投影仪，我们津津
有味地看着、听着，在这样的教室里学习
是一种享受。不仅如此，我们学校还有专
用教室，分别在教学楼的二楼和三楼，如
音乐室、美术室、图书馆、微机房和科学
实验室。我们的操场有东西两个，东边是
篮球场和联合器材活动处，西边是环形
400米跑道的大操场。正中是大片绿草
坪，我们每天在这里做操、跑步，多开心
啊！
雨荷农场是红领巾实验基地，这里

一年四季都有各种蔬菜、瓜果，真是硕果
累累。瞧，我们班的大青菜是那么郁郁葱
葱、生机勃勃。远看如一朵朵盛开的美丽
花儿，向着我们招手。大青菜的旁边还有
许许多多的小青菜，小青菜的颜色比大
青菜的颜色淡了许多，它的茎是雪白的，
上面的叶子是嫩绿的。它们有的高，有的
低，像挤在一起的顽皮孩子。小青菜上还
有几粒露珠，小露珠闪亮、透明，怪不得
小青菜长得那么茂盛。
我们的学校虽然不算很大，但这是

我们学习生活的乐园，我爱它。
丽华新村第三小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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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潘稼佳

指导老师 陈泉芳

成功需要耐心
文章《耐心一点，再耐心一点》讲

的故事发生在一家正在开会的公司。
老总给员工出了一道题，时间只有五
分钟。刚开始没多久，就有几个员工
举手说“想出来了”。五分钟到，一共
有四人想出了答案。老总让剩下的人
继续做，并给他们又一个5分钟，直
到最后一个员工最终想出了办法。老
总让这最后一人说出答案，并微笑着
说：“工作中没有解不开的问题，在方
法总比困难多的情况下，只要大家耐
心一点，问题便会迎刃而解。”
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耐心”是

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如果少了这份
耐心，在遇到困难时，所带来的必然
是失败，此时的我们应该保持耐心，
慢慢寻找成熟的时机，困难终究会得
以解决。
我也有这样的体会。一次语文考

试，我重重地摔倒在阅读题上。为了
提高我的阅读能力，妈妈对我进行了
强化训练。整整一个暑假的时间，我
都在完成《阶梯阅读》。这本书上的阅
读文章都长，刚开始，看到那宛如蚂
蚁般密密麻麻的字，我如坐针毡，静
不下心来仔细读文章，感觉自己无所
适从，但妈妈向来比较严厉，我只能
硬撑着完成每天的任务。每天阅读一
篇文章，做完头脑昏沉沉的。我想过
放弃，但一想到那差劲的分数，想到
妈妈的眼神，我咬咬牙放弃了逃避的
念头。渐渐地，我发现其实阅读并不
像想象中那么艰难，所以我坚持做下
去。有一次，阅读的最后一题特别难，
正想放弃，突然，我耳边响起一句话：
“临阵脱逃是弱小的行为，试着用其
它法子解决吧！”一听，就知道这声音
源自妈妈。我赶紧试着回想老师讲过
的课文写法，从文中提取关键信息
……“嘿，果然是这样！”我兴奋地叫
了起来。妈妈笑着说：“生活中没有解
不开的题，耐心一点。”我将这句话铭
记在心，一直将阅读题全部做完。终
于，一个暑假的努力没有白费，我能
静下心来阅读思考了，见到文章没有
以前的那种愁绪了，老师夸我的审题
和答题情况都有了不小的进步。我终
于明白有时成功确实需要耐心。

丽华三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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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叶畅

指导老师 吴琴娣

亲爱的朋友戴任雨：
你好！
你在给我的信中，介绍

了自己家乡的美丽风光，现
在我也向你介绍我家乡的公
园一角吧！
公园北边，有连绵起伏

的青山。每天清晨，青山在
灿烂的阳光中显现出了它的
雄伟姿态。
青山脚下，是公园的一

角。最著名的要数那7层的
宝塔了。这座宝塔每层顶端
都挂着两个用铜做的大铃
铛，吊在了塔上，风一吹过，
这些铃铛便放声“歌唱”。宝
塔虽是用木头做的，可是相
传，你一进去就会变得聪明
过人！所以这座塔被命名为
“文笔塔”。

“文笔塔”脚下，有一条
用青石铺成的小路。小路上

虽游人来来往往，可还是一
尘不染。每到下雨时节，被雨
水冲刷过的青石更加干净
了。只要你仔细看一看，就会
发现你的影子会倒映在青石
里！可见这条路有多干净哇！

小路的左边，是大片大
片的花圃。这些花圃形态各
异：有圆的、方的、星形的……
每当鲜花盛开时，游人也被吸
引来了，争着与鲜花拍照。花
儿们呢？它们有的不放过机
会，争着与游人拍照；有的虽
然不“抢镜头”，可还是抵不住
诱惑，跟着拍了几张；有的只
在风中起舞，好像在给春天伴
舞，真可爱呀！蜜蜂可没管闲
事的时间，只知道采自己的
蜜，干自己的事，可又在无意
中被拍进了照片里。小鸟在
枝头纵情歌唱。蝴蝶、蜜蜂、花
儿……构成了一幅美丽的春

景图。
花圃后面，是一大片美

丽的草地，游人们在草地上
欢乐地玩耍着，欢乐的笑声
在天边回荡着。
小路右边，是一个月牙

形水池。水池中有三股清泉，
好似有千尺之高呢！月牙形
水池对面，有一个方形水池。
水清澈见底，水面飘着一条
条小船。这些船的样子可多
啦！有小狗、小鸭……吸引路
过的小朋友来游玩……
听了我的介绍，你一定

心动了吧？来吧！到我的家乡
来，我们非常欢迎你！
最后，祝你学习进步，家

庭美满幸福！
你的朋友：贾凝
2015年3月2日

魏村中心小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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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贾凝

指导老师 谢华

给戴任雨的一封信

滑出你的精彩

学做土豆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