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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爸爸不是伟人，但他在我
心目中是长得最帅的爸爸。他的皮
肤白白净净，而且特别爱干净，鼻子
上总是架着一副黑框眼镜，显得特
别斯文。

我的爸爸十分幽默。每次回到
家里都会和我聊天，把我逗得哈哈
大笑。每当爸爸有空的时候，我都
会让他多给我讲几个笑话。

我的爸爸会讲一些奇妙的童话
故事。里面有勇敢的王子、聪明的

小女孩、可爱的小精灵……只要晚
上有时间，他就会陪在我身边不停
地讲呀讲，直到我进入甜蜜的梦
乡。

我的爸爸球技堪称一绝。有一
次，我们篮球小组要和一个实力较
强的小组PK，刚开始，我们输得很
惨，爸爸就在休息的间隙传授给大
家一些防守和投篮的秘诀。下半
场，因为有了爸爸的帮助，我们小组
居然反败为胜了。

我的爸爸工作很努力。即
使在家里，他也常常要在电脑前
忙碌。有一天，我和爸爸去逛超
市，一路上爸爸几乎都在看手
机，电话一个接一个。爸爸告诉
我，因为他所在的单位是重要的
公共服务场所，一旦发生紧急的
事情必须及时处理，这是他的责
任。

我的爸爸不是伟人，但我为我
的爸爸骄傲，我爱我的爸爸。

中国的传统节日有很多，春节、元
宵节、清明节等等，其中我最喜欢的节
日要数端午节了。

端午节快来临了，人们忙着挂艾
草、包粽子，有的地方还会举办赛龙舟
活动。包粽子的时候，一家人各司其
职、通力合作，一起享受美食带来的快
乐时光。我最爱肥瘦相间的大肉粽，吃
起来肥而不腻，唇齿留香。

早上，爷爷去菜场买回了肥瘦相间
的五花肉和新鲜的箬叶。回到家，奶奶
把酱油倒入洗净沥干的糯米中，搅拌均
匀，静置片刻，让颜色沁入米中，变成明
亮的琥珀色，同时酱油的咸味融入其
中。接着，她把箬叶放入煮开的水中，来
回翻动后捞出晾凉。爷爷将五花肉切成
厚薄均匀的肉块，放入葱姜和料酒，腌制
一个小时。万事俱备，爷爷奶奶系好围

裙，端坐在桌前开始包粽子。只见奶奶
抽出三张大小相仿的箬叶，叠放在手上，
用剪刀剪去硬硬的根部。说时迟、那时
快，奶奶右手抓住箬叶尾部，旋转成漏斗
状，用勺子舀出拌好的糯米，倒在箬叶漏
斗中，夹一块腌制好的肉块放在糯米上，
用糯米盖住，再用箬叶包好，最后用绳
子捆扎好。一个个粽子像精美的艺术
品呈现在我们眼前。我满怀期待地将

粽子放入水中烹煮，粽子的糯米慢慢地
吸收了五花肉的油脂，变得晶莹剔透，
箬叶的清香也被大火融合到粽子中。

激动人心的时候来了。我迫不及
待地从锅中捞出一个粽子，剥开箬叶，
开始品尝起来，真是好吃极了。

端午节吃粽子、赛龙舟的习俗是为了
纪念爱国诗人屈原。我以后一定要好好
学习，长大以后做一个对祖国有用的人。

在五一长假中，我学会了做番
茄炒蛋。

奶奶准备好食材，就开始教我
做番茄炒蛋了。只见奶奶先倒一点
油，小火热油锅，然后倒入番茄，炒
出汁后倒入蛋液翻炒，番茄炒蛋就
做好了。看着奶奶边说边做很轻
松的样子，我心想：哈，这么简单，怎
么能难倒我呢？

我兴奋地对奶奶说：“让我也试
试吧！”奶奶点点头答应了。我学着
奶奶的样子，倒入一些油，可那油星
子在锅里跳来跳去，活像一群调皮

的孩子在草原上嬉戏。我见状害怕
极了，以50米冲刺的速度跑出了厨
房。奶奶见了，随手撒了把盐，油就
在锅里服服贴贴的了。可是，我害
怕得都不想在厨房里多呆一秒钟
了。

经过奶奶百般劝说，我才忐忑
地进行第二次尝试。我吸取经验，
把锅子擦得没有一滴水后，再倒入
油，这次不再那么惊心动魄了。然
后我轻轻地倒入鸡蛋液，蛋液一着
锅就不断向外伸展，到一定程度之
后边缘就卷了起来，美得好似一朵

黄色的雪莲。
难的地方还在后头呢，奶奶在

一旁不停地说要干什么、放什么，我
恨不得像孙悟空一样有三头六臂，
最后还是因为动作太慢——番茄炒
蛋糊了。

我的心情一下子跌到了谷底，
奶奶看着我，鼓励我说：“你离成功
只差一步之遥了，再试一试吧！”

我再次鼓起勇气，在奶奶耐心
地指导下终于成功了，一盘香喷喷
的番茄炒蛋呈现在我的眼前。我觉
得自己做的番茄炒蛋格外好吃！

妈妈喜欢小兔子，爸爸喜欢小仓鼠，我却喜欢大
熊猫。

熊猫有半圆形的耳朵，一双浓密的黑眼圈包着一
对闪闪发亮的大眼睛。它的脖子也是黑色的，仿佛戴
了一条黑围巾。它那粗壮的四肢，像掉进了墨汁里被
染过一样。本该是雪白的肚子，却因为它总爱在地上
打滚弄得脏兮兮的。

动物园里的大熊猫生活得很安逸。吃饱后，它们
喜欢睡上一觉。大熊猫开心的时候，不是在草地上玩
耍，就是在秋千上荡来荡去。如果伤心了，它们就会
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有时，活泼可爱的大熊猫宝宝离
开妈妈的怀抱和小伙伴们撒欢。别看它们小，它们爬
树可厉害了，遇到危险的时候，它们几下子就能爬到
树上了，谁也抓不着。

你们知道吗？大熊猫已在地球上生存了至少
800万年，被誉为“活化石”和“中国国宝”。

大家听了我的讲述，是不是也喜欢大熊猫了？

在多姿多彩的学校生活中，我曾玩过好多游戏：
跳绳、拍皮球、木头人……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次

“贴鼻子”游戏。
六一儿童节的时候，老师十分神秘地在黑板上画

了一只特别的熊，它的黑鼻子正被老师捏在手里。我
们都很好奇，这个游戏到底是怎么玩的？老师这时候
宣布游戏规则：选一位同学蒙着眼睛转三圈，之后给
熊贴鼻子。

大家都跃跃欲试，没想到我是第一个上场的。我
暗暗给自己打气：不就贴个鼻子嘛，小菜一碟啊。我
快步走上讲台，盯着“无鼻熊”看了大约10秒，就戴上
眼罩开始转圈。大家数到第三圈的时候，虽然我心里
像小鼓一样“咚咚”跳得飞快，但还是深吸一口气，努
力让自己平静下来，拿起熊鼻子胸有成竹地走向黑板
一贴。当我拉下眼罩一看，我惊呆了，竟然把熊鼻子
贴在了熊的脚上。看到被贴歪的熊鼻子，班级里一下
子炸开了锅，同学们笑得前仰后合，有的笑得坐在了
地上，有的边笑边捂着肚子还不停敲打桌子，大家都
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笑得最夸张的就是奚张彬,
因为他正在喝水,这时候嘴里的水就像喷泉一样发射
出来,喷到了前面孙子涵的衣服上。接下来，同学们
依次去挑战。有的同学把熊鼻子贴到了脑门上，有的
贴到了下巴上，还有的贴到了手臂上……教室里的笑
声接连不断，感觉屋顶都要被掀翻了。

愉快的时光总是过得非常快，游戏结束啦。这次
儿童节的游戏真是太有趣了，不仅放松了我们的心
情，还增进了同学之间的感情。

有趣的贴鼻子游戏
□城厢镇第一小学 四（2）班 徐爽

周六上午我早早完成作业，
兴冲冲地对爸爸说：“我作业做
好了，下午我要去朋友家玩！”爸
爸却告诉我：“下午你要去参加

‘巧手做香囊，欢乐迎端午’香囊
DIY活动。”啊呀，这不耽误我玩
的时间吗？真不想去。

下午，我被妈妈拖着走进华
联天地的电梯，到了5楼，找到
活动地点。我们去得比较早，还
没人。随着时间的流逝，参加活
动的小朋友陆陆续续赶来。工
作人员抱着一大箱材料过来了，
我凑过去看到了好多漂亮的流
苏，这是我最喜欢的装饰。我马
上把不乐意抛到脑后，期待着活
动赶快开始。

活动开始了。工作人员先
发材料，每人一块布、一根麻绳、
一颗珠子和针线。我喜欢蓝色，
于是我的材料都选了蓝色的。
工作人员对我们说：“今天大家
DIY香囊，可以做铜钱香囊或者
流苏香囊。”我当然选喜欢的流

苏香囊了。
经过工作人员一番讲解后，

我按照步骤，先把布上带有图案
的一面朝上平铺在桌上，把打好
结的绳子放在布长边的中间，把
绳结露在外面。然后把布短边
贴着绳子对折，就可以缝边了。
我很快穿好针线，但打结难倒了
我，细细的线不听使唤，怎么都
打不了结。这时，边上的姐姐看
到我的情况，走过来三下五除二
就帮我打好了结。哈哈，可以开
始缝香囊了。

缝到第二条边一半的时候
就要停下来，先把布翻个里朝
外，这样就可以把草药装在香囊
里。浓浓的草药香，不仅好闻还
能驱赶蚊虫，真是太实用了。装
完草药，我发现现在缝边比刚刚
要难了，因为线要缝在里面，不
然就太难看了。我缝了几针，看
了看四周，啊呀，大家都做得好
快，我要成为最后一名了。不
行，我要加快速度，结果差点扎

到手，真是越急越乱。妈妈看到
我的样子说：“你休息一下，我来
帮你缝边吧。”在妈妈的帮助下，
我总算完成了香囊缝制。我把
成品拿给工作人员看，工作人员
说：“我们把珠子穿上去，香囊就
做好了。”只见工作人员用针把
珠子串在线上，然后绕过麻绳，
轻轻一拉，珠子就被稳稳地固定
在香囊上面。真神奇啊！

看着我手上美丽的香囊，我
高兴地对妈妈说：“帮我买点材
料，我回家要多做几个香囊作为
礼物，端午节的时候送给好朋
友！”妈妈打趣地说：“现在开心
了，下午是谁说不想参加活动
的？”我不好意思地说：“这么有
意思的活动谁会不想参加啊！
以后我还要多参加这样的活动，
不但好玩，还能学到新本领。”

活动结束后，我拿着香囊开
开心心地回家了。这个端午节，
我可以把亲手制作的香囊作为
礼物送给大家了。

五月初五端午节，家家户户都挂起
了艾草、包起了粽子，有成群结队跑去赛
龙舟的，也有和我一样安安静静做香包
的。

你们是不是很想知道香包是怎么
做的？那我就来教教你们吧！我们先准
备材料：一块长方形的布、一条粗一点的
绳子、一把剪刀、一些针线和一些晒干的
艾草。首先我们把粗绳子对折，在末尾
处打个结，然后将布的反面对折，打了结
的粗绳子放进布里，记住，打的这个结要
在布的外面，这是香包的吊绳。接着用
针从线和布的交界处开始缝，只需要缝
两边，还有一边不要缝上，要从这个口塞
艾草。最后把正面翻出来塞入艾草，一
定要塞得满一点，特别是边角位置，塞到
八分满的时候就可以封口了。封口的时
候需要把边往里面折一点再缝，这样缝
出来的香包才好看，而且缝的针脚要密
一点，不然容易漏。就这样，一个漂亮的
粽子型香包完成啦！我们还可以给香包
装上流苏、小珠子等装饰。

香包的款式有很多，有粽子型的、有
袋子型的……香包不仅可爱，还可以驱
虫避邪，一举多得。大家抓紧做一个吧！

每年端午节我们都会吃粽子，有时
还去金仓湖看赛龙舟。最近，我听说江
南地区端午节还有画彩蛋、挂彩蛋的习
俗。于是，今年端午节我兴致勃勃地画
起了彩蛋。

在妈妈的指导下，我仔细地挑了一
个雪白的鸭蛋，准备了一个矿泉水瓶盖、
十来支彩色水笔、一些五彩丝线、一根针
和一个针筒。我小心翼翼地将鸭蛋洗干
净，再用针在鸭蛋底部戳个小洞，让蛋
清、蛋黄全部流光，然后用针筒往蛋里注
入清水，把鸭蛋里面也洗得干干净净。
接下来画笔登场，我开始大显身手，在鸭
蛋下部画上红黄蓝三色曲线，在中部画
上一个小小的、翠绿色的三角粽和一只
可爱的小猫咪脑袋，上部画上绿粉紫三
色曲线，和红黄蓝呼应。我把画好的鸭
蛋拿在手里轻轻转一圈，觉得虽然简单
却很好看。我满意地点点头，在心里对
自己说：“嗯，真不错！”

妈妈见了，笑着拿起桌上的五彩丝
线，帮我编了个网袋，又穿了根绿丝线。
我赶紧把彩蛋装进去，系到我的小背包
上。“哦，好漂亮！”我边拍手边高兴地叫
着。

第一次画端午彩蛋，非常成功。我
还知道了彩蛋象征幸福和圆满。

快看运动会赛场上那个飞奔的身影，他虽然累得
气喘吁吁，但并没有放弃，他就是我们班的顾明喆同
学，人送雅号“小飞侠”。

顾明喆又高又瘦，远远望去像根电线杆，一张黝黑
的方形脸上嵌着一双黑豆似的、透着坚毅的眼睛。

在今年的运动会上，我们五年级新增加了一个
“噩梦”般的比赛项目——1500米耐力跑。在班会
上，老师说选一位同学去参加比赛，大家一听到这个
消息全部低下了头，如果地下有条裂缝的话恨不得都
钻进去，心里默念着：“千万不要叫我啊！”我从老师的
目光里，看到了失望。过了一会儿，老师突然说：“顾
明喆，就你去参加吧！”让大家惊讶的是，他居然从容
地答应了。

之后，我每天都会看到他在操场上奔跑的身影，
汗如雨下，像风一样的男孩的形象深深刻在我的心
中。

终于到了运动会的那一天，大家期待已久的
1500米比赛拉开了帷幕。“砰”的一声枪响，比赛开始
了。他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冲了出去，在操场上奔跑起
来。不一会儿，汗水模糊了他的双眼，浸湿了他的衣
衫，一圈、两圈、三圈……随着体能的消耗，他的速度
逐渐慢了下来，大口地喘着粗气，由原来的快跑转为
慢跑，我在心里为他捏了把冷汗，但是他并没有放弃，
即使整个身体已经快要虚脱了，他仍为了要给班级争
光，咬紧牙关，用尽了最后的力气冲向终点，他瘫在地
上久久站不起来，真是累坏了。最后，他获得了年级
第四的好成绩，多么不易啊！

“小飞侠”不仅跑得快，平时还有一副侠义心肠，
为了班级荣誉他会挺身而出。他会帮老师搬东西、帮
同学擦黑板、帮来不及做值日的同学打扫卫生……我
们班的“小飞侠”真是名副其实啊！

端午节端午节
□朱棣文小学 三（6）班 王子骅

我们班的“小飞侠”
□朱棣文小学 五（7）班 吴晨曦

国宝大熊猫
□高新区第四小学 三（3）班 田久沂

巧手做香囊 欢乐迎端午
□朱棣文小学 四（8）班 沈馨玙

我的爸爸最帅
经贸小学 五（4）班 朱梦陆

学做番茄炒鸡蛋
□市实验小学 四（6）班 龚亦陆

端午节画彩蛋
市实验小学 三（4）班 吴欣诺

端午做香包端午做香包
□科教新城南郊小学 三（1）班 龚宸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