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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粽子
四渊18冤班 朱予灿

野五月五袁是端阳袁门插艾袁香
满堂袁吃粽子袁撒白糖噎噎冶明天
就是端午节了袁 家家户户散发出
粽子香袁妈妈也包粽子给我尝鲜遥

周末早上袁 妈妈大包小包地
买了很多材料袁 对我招招手说院
野来吧袁我们一起包粽子遥 冶我一下
子来了精神袁 撸起袖子准备大显
身手遥

我们切肉块尧 煮粽叶尧 泡糯
米袁准备就绪后袁就开始包了遥 妈
妈做了示范院 把三张粽叶像扇子
一样叠在一起袁 从一头卷成圆锥
形袁往里加入一把糯米袁放一片鲜
肉袁再用一把米把野圆锥冶填满袁把
粽叶尾巴卷了又卷袁 最后用丝线
一扎袁 一个完美的粽子就算大功
告成了袁整个动作一气呵成遥

看起来也不难啊袁 我照着妈
妈的样子依葫芦画瓢袁 可两手就
是配合不好袁不是粽叶散了袁就是
米漏了出来袁忙了半天袁总算勉强
包成一个遥 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放
进锅里袁生怕一用力它就会散架遥

煮了一个多小时后袁 家里的
角角落落都溢满了粽子的香气袁
剥开尝一口袁哇袁真香啊浴

指导老师 蒋淑贞

看到这个题目袁大家一定非
常疑惑院骑车有什么特别的钥 非
也浴 我这次骑的不是自行车袁也
不是三轮车袁更不是马车袁而是
水上摩托车遥

去年春节袁妈妈带我去千岛
湖游玩遥 一到目的地袁在我的强
烈要求下袁 我们就直奔娱乐岛遥
一切准备就绪后袁 我穿上救生
衣袁 大步流星地跨上了水上摩
托袁跟司机叔叔出发了遥

一开始袁司机叔叔带着我在
浅水区晃悠了两圈袁他觉得我满
是兴奋和期待袁 没有一丝恐惧袁
于是加大油门袁一脚轰进了深水
区遥 他驾驶着水上摩托袁时而加
速袁时而漂移袁湖面顿时被激起
了两排一人多高的水幕袁然后又
在我们的身后缓缓落下袁像是暴
风卷起的千层雪遥 妈妈看见了袁
张嘴向我们大喊袁可我哪能听得
见袁但十有八九是在说院野小心一

点袁别太快了浴 冶我的心早就随
着水上摩托的疾驰尖叫着飞进
了另一个时空袁在那里袁除了快
乐袁别无其他遥

几分钟后袁 车速慢了下来遥
我放眼望去袁 一碧如洗的天空
下袁无数大大小小的岛屿镶嵌在
波光粼粼的湖面上袁像是一颗颗
璀璨的明珠遥 近处小岛上的参
天古木袁直插云霄遥 还有那三三
两两的水鸟袁 时而振翅高飞袁时

而缓缓飞行袁像是一个个快乐的
精灵袁我仿佛置身于一个童话世
界袁久久不愿离去遥

但快乐的时光总那么的短
暂袁十分钟很快就过去了袁我依
依不舍地下了水上摩托遥摩托之
旅袁不仅让我体会到了惊险与刺
激袁也让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美
丽与祥和袁终生难忘遥

指导老师 仲庆明

做麦芽糖的老人
四渊9冤班 潘晓彤

黄昏袁天边的夕阳红红的袁把
东关街照射得别有一番情趣遥 我
走在不宽不窄的小路上袁 隐隐约
约闻到麦芽糖的香味袁 继续向前
走袁眼前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摊位袁
那个做麦芽糖的老人袁 画着各种
各样的糖人袁 他脸上的一道道皱
纹就像他画出的一道道糖线袁摊
位上叉着一串串千姿百态的糖
人袁旁边放着一个做糖人的铁板袁
一桶金黄的麦芽糖和一些木棍遥

老人舀了一勺麦芽糖袁 在铁
板上画了起来袁 他画的是一匹斑
马袁动作娴熟袁眼睛紧盯着画出来
的糖人袁遇到线条细的地方时袁勺
子后仰袁慢慢提高曰遇到线条粗的
地方时袁勺子前倾袁慢慢下垂噎噎
做出来的糖人色泽金黄袁 线条粗
细均匀遥 让人不觉想吃一口遥

我买了一个绕绕糖袁 走在街
上袁不停地用筷子绕着袁那糖渐渐
变白袁我尝了尝袁甜甜的袁有着浓
郁的麦芽味遥

红红的夕阳把麦芽糖映得十
分美丽袁我尝着美味的麦芽糖袁似
乎也尝出了老人那认真的品质袁
生意红火的他袁 并没有敷衍地对
待他的顾客袁 而是认真地对待每
一个糖人遥

指导老师 鞠冬生

做鬼脸
四渊21冤班 白金平

野做鬼脸钥 老师居然和我们
玩这个游戏遥 冶 同学们半信半
疑袁 直到老师把游戏规则写在
黑板上袁 我才相信老师不是跟
我们开玩笑遥

老师说院野给你们酝酿 5分
钟袁可以用手蒙着脸试一试袁注
意哦袁不要被人发现遥 冶我心想院
野做鬼脸袁岂不笑煞人袁太丢脸
了袁但是师命不可违啊袁做一个
吧浴 冶可是怎样才能做到最搞笑
呢钥 这时袁我想起以前看过的一
个搞笑片段袁 那一张鬼脸特别
搞笑遥 我偷笑了一下袁便主动举
手走上讲台袁面对黑板袁脸一下
子红到了耳朵根儿遥 老师说院
野一二三转遥 冶我做出了一对斗
鸡眼袁嘴巴一缩袁头一歪袁同学
们笑得前仰后合袁 我自己也忍
不住笑了遥 轮到朱诗谣了袁她跑
上了讲台袁 老师说院野一二三
转遥 冶哈哈哈袁只见她眉毛一挑袁
眼睛一斜袁嘴巴一嘟袁像个丑八
怪遥孙杰说院野像猪遥 冶野哈哈......冶
下课有好戏看啦浴

好一场有趣的鬼脸戏遥
指导老师 于小静

仪表大方是很重要的礼
仪之一遥 仪表大方的人在交
际尧工作尧学习各方面都有着
一定的优势遥 所以袁我们每个
人都需要注重自己的仪表遥

比如上课时袁同学们站起
来发言的时候袁 应当站姿端
正袁声音要大到足够让全班人
都听得见遥 有些同学声音像蚊
子一样小袁 回答问题扭扭捏
捏袁也没个站样袁吞吞吐吐半

天才坐下遥 这样的人袁大家当
然是不太愿意选他发言袁这也
是我们学生平时需要注重的
一方面遥

那我们再来讲一讲伟人
周总理袁周总理认为仪表整洁
是对人的尊重袁讲究仪表是中
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遥 周总理的
胡须是很有名的袁 长得快且
浓袁 没几天就要剃须修理一
下遥 如果是接待外宾的话袁他

就要请北京饭店的朱师傅到
家里专门为其修面剃须袁或是
在汽车上抓紧时间用电动剃
须刀刮脸遥 时间一长袁秘书或
身边的工作人员一看便知总
理有外事活动遥 是的袁周总理
就是这样严格地约束自己的
仪表袁使他赢得了世界各国人
民的崇敬和深深爱戴遥
尽管说野人不可貌相袁海水

不可斗量浴 冶但是外表决定了
别人对你的第一印象袁所以同
学们袁从今天起袁让我们养成
仪表大方的好习惯吧浴

指导老师 张娟

我家不大的院落里栽种
着一株来自花市的白兰花袁她
用一个紫砂花盆培植着袁显得
古朴典雅遥

花朵总是要等到立夏之
时才娇滴滴地踏着小碎步姗
姗而来遥 她不像月季那般热情
大方曰不像昙花那般干脆
利落曰更不像芍药那般轰
轰烈烈遥白兰花的到来永
远都是悄无声息的袁仿佛
怕惊动了世人遥

我半立在白兰花前袁
仔细端详着她的枝干袁绿
油油的叶片好似打上了
一层油蜡袁偶有一两只毛
绒绒的小虫子爬过袁或拨
弄着一片青翠欲滴的叶
子袁静静啃噬着袁但白兰

花一点也不介意袁任由它们去
了遥

顺着棕绿色的枝干向上
望去袁 如玉的花儿正默默地袁
悄悄地绽放着袁长条形的花瓣
如羊脂玉般饱满剔透袁或许是
浓缩了整棵树的精华吧袁温润

的花瓣片片带着香气遥 这时袁
一阵风儿拂过白兰花的脸颊袁
刹那间香气萦绕在整个院子
里袁久久挥之不去遥 这种香着
实勾引了我袁渗进了我的灵魂
深处遥

白兰花总是这么优雅地
开袁安静地落遥 虽然没有浓妆
艳抹袁但是那来自心灵的香气
却是藏也藏不住的遥

指导老师 吕菊兰

幸福是什么钥幸福就是回响
在耳边的妈妈的叮咛声遥

野孩子袁外面冷袁记得戴好手
套浴 冶妈妈又说了一句遥 妈妈每
天早上尧下午尧晚上袁都要把这句
话说好多遍袁这时袁我心想院妈妈
一天要说多少遍这句话啊浴她难
道就不嫌累吗钥 终于有一天袁我
忍不住了袁就冲着妈妈喊道院野烦
不烦啊浴冶妈妈看了我一眼袁伤心
地回到了房间里袁那时的我因为

还在气头上袁所以没有体会到妈
妈的感受遥

第二天袁 妈妈照常说了一
句院野孩子袁外面冷袁记得戴好手
套浴冶我也照常野哦冶了一声袁但我
并没有戴好手套就去上学了遥外

面可真冷袁下着大雪袁我不停地
打喷嚏袁手也冻僵了袁我埋怨自
己道院野为什么刚才不听妈妈的
话戴好手套袁这可怎么办钥冶就当
我快要哭的时候袁我耳边又想起
了那个熟悉的声音尧 熟悉的话

语袁我转头一看袁是妈妈浴妈妈手
里拿着我的手套袁向我跑来袁说院
野我不是让你戴好手套吗钥 你怎
么不听话呀浴 冶我看到妈妈的手
已经冻得通红的了袁顿时袁泪水
润湿了我的眼眶遥我接过妈妈送
来的手套袁 对妈妈说院野妈妈袁谢
谢您浴冶妈妈又是笑了笑袁说院野快
去上学吧浴 冶

幸福是什么钥幸福就是妈妈
的一声叮咛浴 指导老师 李瑾

盼望已久的五年级校外社
会实践活动开始了遥

我们像飞出笼子的小鸟袁享
受着自由的欢快遥一大早大家乘
着大巴袁向目的地飞驰而去遥 一
路上袁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畅想
着基地的快乐与自由遥 真没想
到袁 离开了培育我们的校园袁离
开了家长的督促袁大家是这样的
兴奋啊遥

到了曹王实践基地的当晚袁

上演了一场精彩的晚会袁其中我
们班一个舞蹈节目也有我参加遥
尽管这个节目在校园庆六一活
动中已经表演过袁但是我还是非
常紧张袁毕竟这是我第一次参加
这样的盛大晚会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袁我
们的舞蹈串烧节目终于开始了遥

到了舞台上袁 我们都非常紧张遥
音乐开始了袁 优美的落花情袁轻
快的 C哩 C哩袁欢快的海草舞遥
野像一棵海草海草......冶当音乐响
起时袁 整个大厅都沸腾起来了遥
笑声尧音乐声尧喧闹声袁声声入
耳遥 有的跟着唱袁 有的跟着跳袁
有的笑得不亦乐乎袁我们在舞台

上也跟着音乐尽情摇摆遥
离开舞台的那一刻袁我们几

女孩个都大汗淋漓遥没有压力后
的轻松袁 消除紧张后的松弛袁我
们一个个脸上都露出了欣慰的
笑容遥

这次的演出是难忘的袁它让
我懂得了团结协作的重要性袁也
让我领悟到野台上三分钟袁台下
十年功冶的真正含义遥

指导老师 何美霞

一次骑行的体验 四渊5冤班 唐天乐

仪表要大方 五渊6冤班 徐诗妍

白兰花 五渊10冤班 马佳宜

难忘的演出 五渊24冤班 胡蓉

回响在耳边的叮咛声
五渊18冤班 蒋垚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