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兰州拉面袁是兰州人生
活中最常见的主食遥

兰州拉面有野绿尧辣尧
鲜尧热冶四大特色遥 野绿冶袁是
拉面上的一层绿油油的蒜
苗袁是给拉面提鲜尧装饰的
不二之选遥 拨开一层蒜苗袁
下面是一层红通通的辣椒
油遥 这体现出了它野辣冶的
特点遥 仔细一看袁你可以发
现上面竟然没有一点辣椒
籽遥 如果你吹去辣椒油袁你
会发现袁底下的鲜汤依然十
分清澈遥 更加地显示出了

它野鲜冶的特点遥 这袁难道不
会让人垂涎三尺袁食欲大增
吗钥

兰州拉面的制作过程
更让人啧啧赞叹遥 成熟老
练的师傅拿起一块大面团袁
抓住它的两端使劲地拉袁面
团越来越细遥 他灵活的手
突然来回地穿梭袁十分有节
奏地拉扯着袁挥舞着遥 面团
在天空中疯狂地舞蹈袁宛如
一只婀娜多姿的蝴蝶在翩
翩起舞遥 面团愈来愈细袁速
度更是越来越快袁就像狂风

骤雨一般遥 突然袁所有的动
作戛然而止袁无数根细细长
长的面条如同仙女的头发
轻轻地落入锅中遥 整个过
程让人惊叹不已遥

有这样的制作过程袁味
道自然不一般遥 我把一根
面条带着鲜汤放进嘴里袁汤
汁很快溢满了我的口腔遥
再细细地品尝起面条袁面不
同于普通的面袁吃起来十分
有弹性韧劲袁 真是面中极
品遥

吃完后袁 身体十分暖
和袁十分有活力遥 难怪拉面
成为了兰州人最常吃的美
食浴

渊指导老师院何美霞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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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袁我读了一本书袁名叫
叶成语故事曳遥 书中给我印象最
最深刻的是叶愚公移山曳这个故事遥

古时候有个名叫愚公的
人袁他家屋前有王屋尧太行两座
大山袁 每次出门得绕一个大圈
子袁很不方便遥 后来袁他没有听
从智叟的劝告带领家人袁 准备
好工具袁开始艰苦地挖山遥老天
被他的精神感动了袁 派大力神

下凡去搬走了大山遥
这个故事里袁 愚公遇到困

难时没有像智叟那样逃避袁而
是勇敢地面对袁 通过长期的坚
持袁最终战胜了困难遥

我们也要像愚公那样定好
目标袁就算再累再苦袁也不要放
弃袁这样才能学会知识袁掌握本
领袁实现自己的梦想遥

(指导老师院陈丽华冤

我最爱榴莲
二(18)班 张浩然

我喜欢的水果有很多袁如果要问最喜
欢的袁那就要数榴莲了遥

榴莲穿着带刺的铠甲袁 成熟以后袁它
就会脱下铠甲露出金黄色的果肉遥 它闻起
来臭臭的袁但吃起来很香遥 如果把果肉放
在冰箱里冻一会儿袁就会更加美味袁像冰
淇淋一样遥 小朋友如果不相信的话可以试
一试袁相信你们也会和我一样爱上吃榴莲的遥

记住了浴 可不要贪嘴哦浴
(指导老师院郭文佳冤

周末袁 我和妈妈去了
引江黄金大道遥

来到大门口袁 只见人
山人海袁 有白发苍苍的老
人袁有活泼可爱的孩子遥 他

们有的捡树叶袁 有的拍照
片袁 还有的小孩在快乐地
嬉戏袁奔跑袁热闹极了遥

黄金大道两旁的银杏
树袁 已被秋姑娘渲染成了

金黄色遥 一阵秋风吹过袁一
些叶子飘落下来袁像蝴蝶袁
像扇子噎噎我捡了几片完
整的叶子袁 妈妈说这种银
杏叶夹在书里会变成蝴蝶
哦浴

啊袁 秋天的黄金大道
真美啊浴 渊指导老师院孙婷冤

野蛮表妹
三渊17冤班 胡子航

她袁是我的表妹遥圆圆的脸蛋袁
白嫩的皮肤袁小小的嘴巴遥 她梳着
六个小辫儿袁显得很酷遥 表妹才四
岁袁却是个十足的野野蛮人冶遥
记得那天袁 表妹到我家来玩袁

一进门袁就跑到我的房间袁拿起我
心爱的小熊袁拽着它的耳朵袁在地
上拖来拖去遥 我一看袁心顿时像玻
璃一样碎了院野表妹袁 小熊累了袁把
它放到小床上袁它需要休息遥冶妹妹
一听袁撅着嘴巴袁瞪着圆溜溜的眼
睛吼道院野就不放袁看你能拿我怎么
样钥 冶

阿姨听到了袁教训她院野快把玩
具放到床上浴冶她见阿姨也数落她袁
使出她的绝招要要要躺在地上哇哇
大哭遥

临走时袁她还不忘把我家的巧
克力尧糖噎噎一扫而光遥

唉袁表妹的野野蛮冶行径袁我几
天几夜也说不完啊浴

渊指导老师院毛鹤美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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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童声故事大王冶 比赛已
经落下了帷幕遥 这是我
第一次参加这么大规模
的比赛遥

6 月份参加初赛的时
候袁 作为二年级学生的我
既紧张又兴奋遥 近 2000名
学生参赛袁 没想到我顺利
晋级了遥 如果说初赛的我
有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放
松袁 那么小试成功的喜悦
却让复赛的我倍感压力遥
我努力说服自己不要紧
张袁 尽量让自己的语调稳
定袁动作到位袁结果我如愿

成为了晋级决赛的 30 名
选手中的一员遥

人总是会野得寸进尺冶
的袁 这时说不想拿奖那是
骗人的遥 再说袁不想当将军
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袁 有了
初赛和复赛的经验袁 决赛
的我虽然紧张袁 却也信心
倍增遥 由于口音问题袁其中
一段扬州话的设计袁 我练
了好久袁 每晚睡觉前都要

重复很多遍袁 拼命地让自
己的语气尧 语调更接近传
统的扬州话袁 希望能引起
大家的共鸣遥 最后在这次
比赛中袁 我取得了第一名
的成绩遥

荣誉属于过去袁 我将
取长补短袁不断提高自己袁
全面发展袁 以更加优异的
成绩回报所有关爱我的
人遥 渊指导老师院王娟冤

我最爱回忆往事
六(5)班万天乐

闲余时光袁我和妈妈最喜欢回忆往事遥
泡上两杯茶袁我坐在沙发上袁抱一个

枕头袁惬意地把头搁在妈妈肩头遥 而妈妈
则是微笑着翻看相册袁每翻一页袁笑意便
加深一分遥

妈妈口中不停地流淌着故事院野看这
个袁你当时还很小遥 你故意歪着头袁不让我
拍正脸袁只好留下这张耶歪头爷照片噎噎这
张袁是你刚学会走路时拍的袁你不喜欢走
平坦的路袁 坑坑洼洼的草坪你却很中意遥
每次都摔得青一块紫一块的袁 你乐此不
疲袁依然固执地继续向前遥 我想牵着你袁你
却甩开我的手袁 坚持着你摇摇晃晃的步
伐袁一步一颠地走完全程遥 走完后你异常
高兴噎噎冶说到这里袁妈妈忍不住给了我
一个吻遥

相册一页一页地翻过袁时光慢慢从妈
妈口中向后推移遥 从出生到幼儿园袁又从
幼儿园到小学袁 又即将从小学推向初中遥
妈妈也从以前娇柔的女子变成了一个坚
强的母亲袁一个生活的多面手遥 我们都在
变化袁我在一点点长大袁妈妈在一点点变
得更加坚强和包容遥

我们都爱回忆往事袁回忆着往事的磕
磕跘跘曰回忆着往事的欢声笑语曰回忆着
浓浓的母女情遥 渊指导老师院周海霞冤

走在东关街袁拐进一个
并不起眼的角落袁便是一家
扬州漆器店遥

置身于此袁身边一片暗
红袁空气中夹杂着木头的味
道袁楠木钥红木钥紫檀钥久久
分不清遥 深吸一口气袁心静
了袁沉稳了袁似乎骤然间袁心
跳变得缓慢了遥 在这里袁像
世外桃源袁与世隔绝遥

环顾四周袁墙角上挂着
的袁门边放着的袁地上立着
的噎噎都是漆器遥 有碟状
的袁桌状的袁凳状的噎噎无
论什么样的袁都雕得十分精

美袁哪怕只是一个小得不能
再小的胭脂盒子遥每一处雕
花都活灵活现袁每一个图案
都栩栩如生袁每一处笔墨都
刚柔并济噎噎

一下子吸引住我的袁是
窗边的那个袁一束光照在上
面袁它那平滑的表面都能映
出我的脸了遥它似一面铜色
的镜子袁圆圆的袁托着它的袁
是一个梅枝状的架子遥镜面
上的画才是这个漆器真正
吸引人的地方院一轮明月挂
在漆黑的夜空袁泛着点点银
光曰 碧绿的荷叶一丛又一

丛袁两只水鸟躲在这荷叶丛
里嬉戏袁弄得池塘里的水荡
起一层又一层曰远处袁好像
传来一阵渺远尧 空灵的笛
声遥 这个漆器的右上端有
着四个字院荷塘月色遥 刚劲
又不失柔美袁让人看得心旷
神怡遥

如此精美的漆器袁制作
工序就有十几道袁 什么涂
绘尧上灰尧大抹尧乱裂袁光听
者就晕了袁何况做者钥 扬州
漆器有着悠久的历史袁起源
于战国袁兴旺于秦汉袁鼎盛
于明清袁发展于当代遥

扬州漆器是中国文化
艺术瑰宝之一袁是老祖宗传
下来的技艺袁我们要好好传
承它遥

渊指导老师院杨静冤

那一次我流泪了
六(15)班 任熙瑜

痛苦和欢乐袁 惭愧和激动袁
害怕和勇敢袁都是这人世间并存
的元素遥 而这一次我流下了泪
水遥

那天是星期四袁 我照常上
学尧吃饭尧去医院袁但最近与众不
同的事是我的爷爷也住院了遥 为
什么说也呢钥 因为我的外公三个
月前住进了医院袁还没出院遥 那
天我想先上楼看望爷爷袁再下来
看望外公遥 但谁知爸爸一聊起来
就忘记了时间袁 再回头一看袁外
公已经到了休息时间袁于是我们
就准备回家袁第二天再来看望外
公遥

我们刚到家袁才准备把摩托
车放进车库袁护工就打电话来说
外公不行了袁我们又赶紧骑车去
医院遥 就算我们再快袁也赶不上
死亡的召唤袁我们晚了一步浴 当
我看见护士用白布把外公盖起
来时袁我不敢相信外公真的离开
我们了遥 可是很快我清醒了袁他
真的走了袁并且我永远也不能和
他见面了遥 我伤心袁我绝望袁我崩
溃浴 我失去了我最爱的人和最爱
我的人遥 我跪倒在地上袁无声地
抽泣着袁久久不愿站起来遥 或许袁
我应该这样想院外公去了更好的
地方袁他会看着我们遥 我没有忘
记和外公的约定要要要好好学习袁
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遥

我默默地流着泪袁请珍惜你
身边的人袁做不要让自己后悔的
事遥 因为等你想弥补时已无法弥
补遥 渊指导老师院刘华冤

我家“妞妞”
三渊10冤班 魏一凡

我家有一只哈士奇袁名叫妞妞遥 它的
耳朵尖尖的袁眼睛大大的袁叫声很像狼遥 妞
妞的毛是棕色的袁不长袁摸上去软软的遥

妞妞很友善遥 有一次我给它一块肉袁
惊讶地发现它居然叫来了它的朋友院小泰
迪花花和大狼狗壮壮袁它们用爪子把肉分
成三块袁每人吃一块遥 我看了很感动袁决定
回去奖励蛋糕给妞妞遥

妞妞有时候也会很淘气遥 记得有一
次袁它偷偷把我最爱的牛奶喝了袁气得我
追着它跑袁可它倒好袁和我玩起了躲猫猫袁
一会儿跳到沙发上袁 一会儿钻进桌肚里袁
我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袁还是没有抓到它遥

妞妞真是一条让我又爱又恨的狗浴
渊指导老师院李进冤

读《愚公移山》有感 二渊14冤班 张轩恺

比赛，让我更自信
三渊21冤班 周奕男

黄金大道 三(7)班 许雨欣

扬州漆器
六(8)班 王舒涵

兰州拉面
六(24)班 周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