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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稿老师 傅露露

美味的三明治
奉化区实验小学301班
王彦淇（证号2218309）
指导老师 张晶晶

我在家想要自己亲手做一
个三明治。然后，我把我写的购
物清单给了妈妈，妈妈就照着这
个清单买材料。妈妈说：“你可以
明天做，当早饭。”这个主意不
错，那就明天早上做吧。

第二天早晨，我起了一个大
早，准备好工具，开始做三明治。
第一步我先把香肠切成一片一
片的，然后我煎了几个蛋放进盘
子里，再把黄瓜切成薄片，最后
把面包切成三角形的样子。材料
差不多准备完成，我要开始叠高
高了，首先把面包放在最底下，
放一片番茄，再放上鸡蛋和黄
瓜，最后再放上香肠和生菜，终
于完成了。

一家人吃了之后都说我做
得好吃。

炒年糕
宁海县银河小学301班
戴宏润（证号2212182）
指导老师 汪丽

中午吃年糕，我主动要求奶
奶让我来露一手，奶奶答应了。

说干就干，我戴上围裙，撸
起袖子，走进厨房。我先把年糕
放在水里浸泡，趁着这个空隙洗
了点青菜，再把年糕捞出来切
条。奶奶也没闲着，帮我摘菜切
菜，我还打了个蛋。

现在已经万事俱备，轮到我
大显身手了。我点火热锅，倒入
一点油。等到油热得冒烟，我端
起一盆年糕倒了进去，“哗”的一
声，白色的烟雾冲向空中，被油
烟机吸了进去，我连忙拿来铲子
翻动年糕，年糕渐渐软了。奶奶
大叫：“放蛋！”我端起打好的蛋
液倒了进去，黄色的蛋液在锅里
瞬间凝固变成了金黄色，蛋把年
糕包住了。渐渐的，蛋和年糕紧
紧地抱在了一起，难舍难分，奶
奶把她提前炒好的配菜倒了进
去，又翻了几下，年糕、菜、蛋都
混在一起了。大功告成！

我大喊一声：“吃饭啦！”大
家闻声纷纷向厨房聚拢，你一
碗，他一盘，都竖起了大拇指夸
我真厉害！哈哈哈……

记第一次包饺子
鄞州区堇山小学113班
马千茜（证号2206403）
指导老师 郑玲燕

又是一个下雨天，不知从何
时起，太阳公公和我们玩起了躲
猫猫。

正当我看那豆大的雨滴，看
得入神的时候，一旁的妈妈来了
一句：“这样的天气适合包饺
子。”说完，妈妈就从冰箱里拿出
一块瘦肉洗干净，笃笃笃地剁起
来。没多久，一大盆香喷喷的饺
子馅就呈现在我们面前了。

开始包饺子啦！妈妈把一张
饺子皮摊在左手手心，夹起一小
坨饺子馅放在正中央。接着用手
指蘸了一点水，然后使劲捏啊
捏，一个饺子就包好了。我也学
着妈妈教的步骤认真地包了起
来。

看着自己第一次包的饺子，
尽管样子有点难看，但是想到是
我自己亲手包的，一种成就感便
在我心中油然而生！

生活的生活的
有心人有心人

原来剥豆子也这么费劲，经
过这一次洗礼，小记者感受到了
节约粮食的重要性；通过学骑
车，小记者发现有困难不退缩，
坚持下去就一定能成功……难
怪老师常常教育我们，要做生活
的有心人，要学会观察生活。原
来在生活中，有很多不起眼的小
事，却能给我们大大的启示。

剥豌豆
鄞州区钟公庙实验小学302班
叶轩诚（证号2205454）
指导老师 夏晴静

“宝贝，你现在有空吗？要不
要来剥豌豆啊？”妈妈问。

“好！”我满口答应。只见妈
妈用大拇指一扣，在往外一掰，
就把豌豆荚给一分为二了，看起
来还挺简单。

妈妈看了，笑眯眯地说：“你
也来试试吧！”

听了妈妈的话，我赶紧先用
手抓一个豌豆，再和妈妈一样往
里用大拇指一扣，往外再一掰，

“啪！”怎么回事呢？原来豌豆并
没有一分为二，而是被我掰得四
分五裂，不成模样。

“噗！”妈妈捧着肚子，边笑
边说：“这豌豆荚也太惨了吧！”

我不服，又开始和“敌人”战
斗。这回我不骄不躁，把“敌人”
打得落花流水。妈妈也拍手叫
好：“棒！牛！非常熟练！”

后来，姐姐也来了。但每次
她剥的豆子肯定会有几个像炮
弹似的冲向地面，让姐姐急得直
跺脚。

转眼我们仨就剥了一个小
时，我已经累得趴下了，原来剥
豆子也这么费劲，经过这一次洗
礼，我又一次感受到了节约粮食
的重要性。

煎鸡蛋
鄞州区瞻岐镇中心小学105班
奚晨歆（证号2207501）
指导老师 朱华春

爸爸妈妈给我准备了一份儿童
节礼物——迷你厨房玩具。虽说是玩
具，但它真的可以炒菜。这可把我高
兴坏了。

做个每天早上妈妈给我做的煎
鸡蛋吧。我从冰箱里取来一枚鸡蛋，
在碗口敲一下，把蛋白蛋黄放入碗
中，取来打蛋器开始打起鸡蛋来。打
了有二三十下，放入少许的盐再打了
几下。准备好了鸡蛋，开始给迷你厨
房插上电源，等煎锅热了，倒入一点
点芝麻油，在妈妈的指导下，我倒入
了打好的鸡蛋。等鸡蛋的一面熟了，
我给鸡蛋翻了个身，鸡蛋熟透了，我
关了电源，把鸡蛋盛了出来。我闻了
闻，“哇！好香啊！”我把鸡蛋端到妈妈
面前，妈妈尝了以后，直夸我手艺不
错。

这个六一礼物真不错，让我学会
了煎鸡蛋。

那次真开心
宁海县银河小学302班
王昕艺（证号2212184）
指导老师 卢慧男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周日，我在
滕头乐园尽情地玩各种游乐设施。突
然，我听到一声声欢呼和尖叫声，好
奇心驱使我箭一般地冲过去一探究
竟。原来是一个叫树顶漫步的项目，
游戏的设计者在一个个三米高左右
的木桩上，通过钢索架设了各种晃动
的踏板，大家穿着特制的安全服装在
上面过关，而且一关比一关难。我也
想上去试一试。

我在管理员的帮助下穿上防护
服装，挂好钩子，充满信心地爬上了
梯子。我低头一看，哇，这么高！在妈
妈的加油声中，我才胆战心惊地迈开
了步子。

绳索突然晃了一下。我惊出了一
身冷汗，腿像灌了铅一样，迈不动了。
我一边给自己暗自加油，一边艰难地
向前走去。

我闯过了重重难关，终于快到终
点了。这时候，我心里已经充满了勇
气和信心，我觉得我就像正在渡过难
关的军人，勇敢地向前走去。终于，我
顺利抵达终点。

经过了这件事，我明白了一个道
理：不要因为困难就退缩，坚持下去
就一定能成功！

我爱打乒乓
鄞州区云龙镇王笙舲小学203班
董华喆（证号2205096）
指导老师 孙吉芬

我和外公外婆一起打乒乓。
比赛开始了，我两脚稍稍分

开，身体前倾站稳，摆好架势后，
把球快速发了过去。外公后退了
一步接住球，马上就把球打了过
来。球过来的时候，外公站在乒乓
球台的左边，我灵机一动，把球打
到了他的右边。外公看球往右边
飞来了，赶紧跑过去，可还是没有
接到。我高兴得一蹦三尺高，耶！
我赢了一分！

就这样，我们一直打，你得一
分我追一分，比分胶着，打得难分
难舍，当比分变成九比九平的时
候，我们已经打得气喘吁吁。我
想：如果我再得两分的话，我就能
赢了。我先假装和外公温柔地打，
再猛地来一个正手弧圈球，外公
被打得措手不及，这样我就得了
一分。最后一个球的时候，外公彻
底被激怒了，他来了一个抽杀，只
见球像箭一样飞了过来，我看准
时机，把球往外公的反手角落打，
刚好削角，我赢啦！外婆在旁边不
停地给我鼓掌，夸着：“好球！好
球！”

打乒乓是我最爱的一项体育
活动，我从只会发球到可以来一
场比较正式的比赛，让我知道面
对任何事情都不要轻言放弃，只
有多练习，坚持不懈才能成功。我
爱乒乓！

端午包粽子
宁波市新城第一实验学校306班
骆辰礼（证号2200218）
指导老师 王欢欢

记得小时候，每到端午前夕，
妈妈总要在我的手腕上绑一圈五
彩丝线，而外公常在家门口挂上
艾草菖蒲，据说可以驱毒辟邪。

令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端午，
是和外公外婆一起包粽子了。桌
上备好了粽叶、糯米、红豆、红枣、
腊肉丁，还有包粽子的线。只见外
婆麻利地将两片粽叶叠在一起，
握成锥形，先放糯米，再放上几颗
红枣，用手将糯米压实，然后将粽
叶对折，折了个严严实实，最后用
线一捆，一个可爱的粽子就诞生
了。我也照着外婆的样子，有模有
样地学起来。我先用粽叶折一个
小角，将手指按在里面，接着把一
半的米粒倒了进去。因为我最喜
欢肉粽，于是我把腊肉丁放进去，
用另一只手把剩下的糯米倒进
去，最后盖上粽叶，包啊包，用线一
捆。可是我包出来的都是些大大小
小、奇形怪状的小粽子，我不好意
思地吐了吐舌头，外婆笑眯眯的，
还一个劲儿地夸我包得好呢。

“粽香艾香满堂飘”，甜甜糯
糯的粽子让我对端午节有了不一
样的期盼。

我会骑车啦
奉化区实验小学101班
钱雨泽（证号2218157）
指导老师 邬静娜

妈妈给我买了一辆新的自行
车。它身穿蓝白相间的衣服，有两
个亮闪闪的轮子。这辆自行车也
太帅了吧！我太想骑上它去遛一
圈了。可是，我还不会骑呀！妈妈
对我开始进行魔鬼式训练。每天
傍晚妈妈陪着我练习骑车，开始
我骑得摇摇晃晃，还会倒下来。经
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我终于会骑
车啦！

梨
鄞州区华泰小学西校区204班
陈雨嘉（证号2206727）

龙舟
鄞州区学士小学111班
应宜芮（证号2203810）
指导老师 邵珍妮

摸一摸
鄞州蓝青小学105班
王宥焜（证号2204056）
指导老师 陈学谦

太阳公公醒来了，摸了摸云。
云醒来了，摸了摸风。
风醒来了，摸了摸树。
树醒来了，摸了摸鸟。
鸟醒来了，摸了摸妈妈。
妈妈醒来了，摸了摸小妹妹。
小妹妹醒来了，
笑着对着太阳公公说“你好

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