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所吃过的美食多
矣，但是在我的心里，总
也比不上那种美食。那就
是奶奶包的山菜饺子。

俗话说，“好吃不过饺
子。”好吃的饺子馅多种多
样，有白菜肉的，有韭菜鸡
蛋的，还有鲅鱼肉的……
这些饺子即使再香，再好
吃，但我还是觉得比不上
奶奶包的山菜饺子那般
香浓，那般美味。

小的时候我愿意吃
山菜，尤其爱吃山菜馅饺
子。由于奶奶经常包山菜
饺子，手艺较高，所以每
当我回奶奶家的时候，都
会让奶奶包上一盘。

有一次，爸爸、妈妈
工作忙，没有时间照顾

我。于是，便把我送到了
奶奶家。我兴奋极了，要
奶奶给我包山菜饺子。碰
巧那次家里没有山菜了，
于是奶奶安慰我，说等下
次再给我包。可是小时候
的我是那么顽皮与任性，
非要让奶奶包不可。奶奶
拗不过我，只得背上工
具，上山去给我挖山菜。

一段时间后，奶奶背
着新挖回来的山菜回到
家里。可是我却发现奶奶
是弯着腰回来了。我好奇
地问奶奶怎么了，奶奶说
山菜太沉了，但是表情中
却闪过一丝痛苦。奶奶佝
偻着腰为我包好了山菜
饺子，而我却在卧室里摆
弄着我心爱的玩具。

美味的山菜饺子出
炉了，我大口大口地吃了
起来。猛然间，我发现了
旁边好像很痛苦的奶奶。
我有点害怕，奶奶说她太
累了。

晚上，爸爸回家接
我，发现了奶奶的异样。
二话没说就开车拉着奶
奶去了医院，并责备了我
的任性。

事后，我知道原来是
奶奶在挖山菜时不小心
闪到了腰，我一下子明白
了奶奶为什么会出现痛
苦的表情。我哭着来到了
医院，趴在奶奶床前说：

“奶奶对不起，原谅我的
不懂事。”奶奶摸着我的
头说：“没事，看到我的大

孙子那么爱吃奶奶包的
山菜饺子，我很高兴。”听
了奶奶的话，我的眼泪更
像短线的珠子，止不住地
往下掉。

不久，奶奶出院了。
回到家后，我看到一盘热
乎乎的山菜饺子，那是奶
奶留给我的。我细细地品
尝着，心中却有种说不出
的感觉。忽然，我发现小
小的饺子里还有一个世
界，这个世界好大好大，
里面充满了奶奶那慈祥
的爱。

“谁言寸草心，报得
三春晖。”奶奶包的山菜
饺子香浓，美味。那种幸
福、呵护的感觉，是世上
所有美食中独一无二的。

美食之山菜饺子
开发区四中 初三十班 臧子楠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
想，在我的心里也深深地
埋藏着一颗孕育着我的理
想种子，它慢慢地在我心
底生根、发芽，那就是成为
一名漫画家。

我知道，梦想它既不
是梦，也不是空想，不是喜
欢就可以，不是努力就会
有结果，不是想要就可以
得到……而是不断地挥动
着自己的翅膀，去奔赴梦
想的旅途……

我非常羡慕如极乐
鸟、HeHe、猫小乐这样的漫
画家，他们虽然经常要熬

到半夜赶稿，但他们仍然
每天快快乐乐的，因为他
们的作品让读者们得到了
快乐，所以他们自己的心
里也得到了满足。

上了三年级后，我渐
渐地领会了漫画细节的重
要，上课，我仔细地听美术
老师讲每一堂课美术知识
的细节。当我知道“细节”
这个词语后，我明白了要
想画好漫画，要抓住细节，
才能画出真情实感。从那
以后，我便每次都要找到
我的漫画的细节，抓住漫
画的核心，让我的漫画更

精彩。课下，我看漫画书，
领会作者漫画的内容，积
累他人的精华，让我的漫
画更亮丽、更精彩。

但是，我知道，光凭努
力，梦想是不一定能实现
的。我们应该知道，世界上
画技好的人多的是，可最
后成为漫画家的人却少之
又少，为什么呢？一是因为
大多是人们嫌漫画家工资
太少，而且每天都很累。二
是他(她)们不懂的漫画梦
想的真正含义。

有人说，“明明成为一
个漫画家要面对这么大的

困难，为什么你还那么喜
欢漫画？”我会说：“漫画给
过我欢笑，给过我感动它
总是在我最孤单，最寂寞，
最难过的时候……”

陪伴着我，让我忘却
眼中的泪水，重新开心起
来!

当然，要想考上学漫
画的院校，一是要好的漫
画功底，二就是要博览群
书，丰富自我的知识面。所
以我们应该好好学习，这
样才能在自己的梦想道路
上跨越一大步！让自己的

“Dream Comes True”。

我的漫画家梦想
开发区香江路第二小学 五年级一班 王恒恒

“东崂西珠”是青岛的
名胜之景，“崂”即崂山，

“珠”即小珠山和大珠山。
到青岛游玩，不去小珠山，
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小珠山位于青岛市黄
岛区灵珠山街道办事处的
西南侧，属崂山山系的余
脉，是花岗岩山地，海拔725

米。远远望去，小珠山被枝
繁叶茂的各种林木装扮成
墨绿色，层层叠叠，显得雄
伟壮丽；定眼细看，那千奇
百怪，形态各异的山峰却
又不失一种清奇俊秀的神
韵，美丽极了。一条小河从
山顶蜿蜒而下，宛如一条
银带，缠绕在山峦之间。潺

潺流动的溪流，配上重重
叠叠、挺拔奇秀的大山简
直是如诗如画，天上人间。

走进小珠山，我们即
刻被它的美景迷住了，山
脚下碧水环绕，可供人们
在水边游玩，孩子们跑上
跑下，玩得不亦乐乎。波澜
不惊的小溪，曲曲折折，蜿
蜒前伸，像一个热情好客
的导游，把我们引入了秀
美的珠山深处。而小珠山
内部的景色更是让人大饱
眼福——— 飞来石是小珠山
一道亮丽的风景，在碧绿
的山峰间最显眼的就属它
了。这块巨石在山顶上仿
佛直插云霄，气势磅礴。四

周则都是悬崖峭壁，而飞
来石却只有一角屹立在陡
峭的山岩之上，无论风吹
雨打，也不移动分毫，仿佛
在地下生了根基，如此奇
景，谁见了不会啧啧赞叹
呢？杜鹃谷也是小珠山的
知名景区，春天，各色的杜
鹃花争奇斗艳，山峰间花
朵层层叠叠，如同彩色的
波涛，起伏不定，让人叹为
观止。花香弥漫在山谷间，
流水环绕在山谷间，山雾
缭绕在山谷间，人们的笑
声回荡在山谷间，大自然
创造的这一人间仙境让人
赞不绝口，真有如在画中
游的感觉。

小珠山不仅风景秀
丽，还是佛教名山。山上建
有菩提寺，原名白云寺，是
佛教的圣洁之地。菩提寺
被大山环抱，常常白云缭
绕，念经声、钟声在山谷中
回荡，恍如人间仙境。寺院
庄严大气，四处放射出佛
教的灿烂辉煌，因此菩提
寺年年香火不断。

“寻幽渐进海云乡，松
树阴阴下夕阳。长啸一声
凌绝壁，山灵应笑米生狂”
清代诗人高潘仲的《游小
珠山》表达了对珠山风景
的赞叹。的确如此，小珠山
人杰地灵，多样的美实在
令人流连忘返。

美丽的小珠山
开发区香江路第一小学 六年级六班 刘上

我我眼眼中中的的我我

我叫臧子楠，是一个
性格开朗、活泼、自信的
聪明男孩。我喜欢读书、
运动。我的理想是做一名
出色的间谍。

我是一个诚实、善良、
充满自信的学生。能孝敬长
辈，尊敬老师，团结同学，有
集体荣誉感，学习态度端
正，有良好的生活习惯，有
较强的上进心和强烈的求
知欲。

观“知食馆”
开发区黄浦江路小学 四年级一班 邢玉茜

我们齐鲁晚报小记者
几天前去青岛开发区食品
质量监督局的“知食馆”进
行了参观。

进入“知食馆”大厅，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10个醒
目的大字———“民以食为
天，食以安为先”。解说员
阿姨说这是“知食馆”的办
馆宗旨。

“知食馆”一共有七个
展区，我们先进入了第一
展区。第一展区讲了人类是
随着食物种类、方式的变
化，而不断进步的。

接着又进入了第二展
区，第二展区摆放了1600多
种有毒有害物质。也有一些

卫生部明令禁止往食物中
添加的物质，比如说三聚氰
胺、苏丹红、敌百虫……再
看重金属，汞，它十分容易
挥发，而水银中多半是汞。
如果不小心打碎了水银温
度计，一定要迅速离开，它
会对人的神经系统产生一
定的危害。这时，就应该用
硫粉迅速盖上去，硫和汞会
发生反应，结合成硫化汞，
这样就不容易挥发了。

不知不觉就走到了第
三展区，这里讲了非法用
药产生的重大事件，什么
瘦肉精事件、大头娃娃事
件、日本砒霜奶粉事件、
三鹿奶粉事件等。看到这

儿，几个小记者还气愤地
说：“真是的，不用判他们
的刑，让他们吃自己生产
的食品就可以了，自己做
的事，自己来承担！”

接着，又进入了第四展
区、第五展区，各种各样的
食物中添加甲醛等物质，以
保持食物新鲜。而添加了有
毒成分的毒豆芽、毒黄瓜、
甲醛银鱼、染色米、明胶等
赫然在列。

渐渐地又走入了第六
展区，这是讲了西海岸知名
食品的生产厂家、知名产品
和鉴别方法。

进入最后一个展区，是
看食品动画片《豆腐的故

事》。片子给了一个谜语：土
里生，水中捞，石头中间走
一遍，变得白净没骨头，人
人爱吃营养高。这是豆腐。
豆腐的发明来源于一次巧
合。一次，一个炼丹术士不
小心将石膏粉倒入了炼丹
锅，锅内有一锅豆浆。一会
儿，石膏粉和豆浆凝在了一
起，成了块状。淮南王刘安
正巧通过，以为锅中是练好
的丹药，便尝了尝，没想到
很好吃，就赏了那个炼丹术
士。从此，一种食物——— 豆
腐便风靡全国。

哎！光阴如梭，一会儿
活动就结束了。何日更重
游？

我我眼眼中中的的我我

Hi！大家好，我叫邢玉
茜，今年11岁，我喜欢弹钢
琴、下围棋、绘画和吹葫
芦丝。我在班级担任宣传
委员、科学课代表和值勤
生。这就是我——— 一个活
泼开朗的女孩。你们愿意
和我做朋友吗？

齐鲁晚报《今日青
岛》专刊全面改版，新增

“花儿驿站”学生作文专
版。现面向青岛市广大中
小学生 (含高中生、职高
生)征集优秀习作，欢迎有
写作特长或爱好的同学
投稿。

投稿注意事项：
一、稿件题材、体裁不限，
字数限800字以内；
二、主题明确，语言生动，
具有一定的思想性；
三、无错别字；
四、严禁抄袭；
五、可由学校老师统一推
荐，也可自行投稿；
六、投稿者请注明学校、
班级、姓名，并附百字以
内个人简介和1寸照片一
张；
七、作文专版每季度将评
选一、二、三等奖数名，并
颁发证书；
八、投稿邮箱：j r q d z k @
163 .com

咨询电话：0532-68872805

编 辑：于健
齐鲁晚报《今日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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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启事

在我家里，有许许多多的花，
如：蝴蝶兰、君子兰、吊兰、蟹爪
兰……

但是，你家里如果也有这么多
花，你可能只会看那些五彩缤纷的
花，但是，你可曾注意在花盆缝隙
中的花吗？你想过这些花是怎么长
出来的吗？没有。因为我们只关注
的是那些漂亮的大花，从不关注这
些没有的小花。

有一天，我发现了在花盆缝隙
中的一棵牵牛花，它是蓝色的，个
头是杏花的四倍，比玉兰花小一
些。牵牛花的瓣有四五个，每个花
瓣是半圆形的，你肯定想问，花这
么大，怎么可能从花盆缝隙中冒出
来？因为它的生命力强。它不像那
些高贵的花，要天天浇水、施肥，可
牵牛花，只需要一点点的立足之
地，就可生根长叶，开花结果。小小
的花盆缝隙当然能轻而易举地钻
过了。

也许，越是高贵的花，越需要
保护，如果有一丁点儿的保护不
好，就会干枯；而可以长在花盆缝
隙中的牵牛花，就可以自由自在地
生长,不需要一丁点儿的保护吧！

我我眼眼中中的的我我

大家好，我是何怡臻，是一个
可爱的小女孩。我平时很喜欢看
书，很喜欢旅游，我有很多的好朋
友，我最喜欢和朋友在一起相处的
时候。

花盆缝间

的牵牛花
开发区香江路第一小学

五年级一班 何怡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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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海岸·金沙滩

我我眼眼中中的的我我

我我眼眼中中的的我我
爱侦探+爱COS+爱

漫画=我。嗨!大家好，本人
是王恒恒。O型血，所以是
一个拥有“瞬间镇定”技
能的人。我很幽默，经常
讲笑话。我爱玩飞车和
TNT，二胡4级。希望大家
喜欢我，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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