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凉风渐起，七夕节到，让人
不禁想起那个美丽的传说———
牛郎和织女。玉皇大帝的女儿
织女和牛郎结为夫妻，生下一
男一女。王母娘娘得知此事，派
人把织女押回天庭，牛郎用扁
担挑着一双儿女，紧追不舍，眼
看就要追上了，王母娘娘立刻
拔下玉簪划了一下，银河波涛
翻滚，他们只能隔河相望。每年
七月七日，喜鹊为他们搭桥，让
他们合家团圆。

为了纪念个美丽的传说，
人们在这一天炸面鱼，做巧
饼。早饭后，妈妈揉了七种颜
色的面团，准备做巧饼。都是
哪七种颜色呢？红色指甲花榨

的汁；粉红色的用马达菜花榨
的汁；黄色是用南瓜花榨的
汁；绿色的是用菜豆叶榨的
汁；黑色是用锅底灰磨得沫；
褐色的用巧克力；白色的就是
原本的面团。妈妈把各种颜色
的面团切一小块，我大显身手
的机会来了：把小面团搓成长
条拼在一起，我用刀切成长方
形、正方形、三角形、梯形，然
后用筷子对夹，或斜对角夹，
或转个弯夹，夹成各种各样的
巧饼。我搓了一块绿色的长
条，从一头转一个小圈，再从
另一头向相反的方向转一个
大圈，一个宝葫芦跳出来了，
我用绿色揉个小圆做头，加上

一只小黑眼睛，用褐色揉一个
大圆做身子，大圆两边做上红
色的翅膀，后头做上一条黑色
的尾巴向上翘着，一只栩栩如
生唱着悦耳动听的歌的小鸟
落在我的手上。我用绿色的揉
一个大圆形，左一剪、右一剪，
再点上两只黑眼睛，一只欢蹦
乱跳的青蛙来了。我用对称的
四条，红长条和绿长条一组，
绿长条和红长条一组，左弯两
条，右弯两条，用筷子一夹，再
加上两只触角，一只翩翩起舞
的花蝴蝶正向我飞来。我看着
自己的杰作，情不自禁地手舞
足蹈起来。我想即使是牛郎和
织女看到我们精心欢快地制

作，也一定会投来赞许的目
光。妈妈也夸我心灵手巧，我
更加眉飞色舞了！

做好了巧饼，妈妈把锅里
倒上油。爸爸烧火，妈妈掌锅，
等锅里的油开了，妈妈把巧饼
放进锅里。我仿佛看见巧饼像
小鸭子似的“扑通扑通”跳进油
锅里。炸了一会儿，妈妈把它们
反过来，等白色的炸成金黄色
就熟了。妈妈把它们一一捞出
来。看着这些香味扑鼻的巧饼，
我垂涎欲滴迫不及待，拿了一
个先尝为快，“哇！好吃极了。”

这个七夕节我过得特别开
心。吃着自己亲手做的巧饼，真
是回味无穷！

梦梦中中的的忏忏悔悔
莱州市东宋中学 初二年级二班 潘姿锟 指导教师 王艳玲

刚放暑假，就遇到了大雨。
这场雨既猛烈，持续时间又长，
听爸爸讲，五天时间降水量达到
了400毫米。我虽然不懂得量的大
小，但所见之处，所有的水库全
部溢水，村外多年干涸的河道被
水填满，连庄稼地里也满是雨
水，可以说，到处是水的世界。

这场雨不仅是我这个小学
生见过的最大的降雨，也是我们
招远市近30年来最大的雨了。降
雨虽然补充了水量，但过大的雨
水也带来了许多危害，有许多危
房、旧墙倒塌，道路冲毁，庄稼受
淹，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不
便。现在，农民伯伯们正在开展
抗灾自救，加固库堤，修复道路，
排水补苗，力争把灾害降到最小
程度。他们为了保障我们学生假
期安全，还在水库、塘坝等水深
的地方树立了警示牌，告诫我们
不要到水深的地方玩耍，防止发
生溺水事故。

这场大雨也让我们小学生
学到了很多安全知识，如下雨打
雷时要关闭家用电器，不能到大
树下避雨，不能到水流湍急的河
道、水深的地方玩耍等。面对灾
情，我们小学生要时刻提高警
惕，保护好自己的人身安全，不
能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不幸和负
担，同时要好好学习，掌握更多
的防灾救灾知识，将来为国家和
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其实在很久之前我就希望
能痛快地打一场CS。今天在妈妈
的 组 织下 ，我的 愿 望终于实现
了。

虽然之前玩过，但出发之前还
是有点兴奋。到了CS场地，先换好
装备，教练就开始给我们分组。我
心里一直想着跟老队员一组，可是
愿望没成真。跟我同组的也只有一
两个是老队员，心里多少有点失
望。分完组了，教练给我们讲一下
游戏规则：瞄准的时候要三点一
线，一人有三条命，三条命用完这
人就要下场。一方的队员全部被击
毙，另一方就取胜。

第一局打保卫战，我们组先
到里面藏好，我藏在一棵树的后
面。教练说比赛开始，我拿着枪
向前冲去，击毙了好多人，最后
我们方取胜，比赛结束了。教练
看了一下我枪里面的记录，我击
毙了15条命，算一下我击毙了五
个人，教练说我非常棒，我心里
甭提有多高兴了。

第二局打攻击战，我照样是
看见一个打一个，有一个同学我
发现他了他还没看见我，我手下
也不留情，直接把他击毙了。我
又看见一同学，这一次我可不是
站着打，我是蹲着打的，而且使
用了我的绝招，开启了三连发的
装置，一开枪他就 o v e r了，我们
组队员齐心协力击败了另一组。

我们又接连打了几局，教练
说时间到游戏结束，大家也都累
得筋疲力尽。几场较量下来我们
有输有赢，但更重要的是通过打
CS我明白了，许多事情光靠一个
人的力量是不够的，只有互相协
助才能更好地完成任务，团队精
神真的很重要！

玩真人CS
烟台开发区金城小学

二年级一班 张逄悦林

七七夕夕节节学学做做巧巧饼饼
招远市蚕庄完小 四年级二班 叶繁 指导教师 王燕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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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小荷

到处都是鬼哭狼嚎，我在
暗无天日的囚室里忐忑不安地
等待着自己的命运。我不知道
自己在这里待了多长时间，因
为这里是地狱。而那些当年被
我们残杀的动物们，他们主宰
着整个地狱。

我隔壁囚室里的那个人，
只因为在人间他是专门捕杀鸟
类的，就被死在他枪下的鸟群
用喙啄得血肉模糊，痛苦得生
不如死。可惜这里死不了，明天
他又要以“健全”的躯体面对仇
人新一轮的啄咬。

我对面的囚室里的那个犯
人，现在正被一群癞蛤蟆的大
嘴腐蚀着：他们以其人之道还
治其人之身。剥了他的皮，掏出
他的心，没想到他的心竟然是
黑色的。

还有……突然门有了响
动，我瞅了瞅，不由倒吸一口
冷气，是一群蝎子。为首的那

位推开门大吼一声：“臭小子，
你当年屠杀我们家族几百口，
罪孽深重，看我今天怎么收拾
你！”说着，他们就把我团团围
住，“当年你把我们放在油锅
中炸、在火上烤、在酒中泡，何
等痛苦！今天就让你偿还！”为
首的那位嚎叫起来，“你们人
面兽心，口口声声说保护环
境，手里却挥着屠刀，天理难
容！”我急忙求饶：“大爷饶命，
当年我也是为了生活……”“明
知故犯，罪加一等！”周围喊声
如雷。“可你们的肉好吃，可以
卖好多钱，人家出钱买，我也没
办法呀！”我委屈地说，“现在我
真后悔啊……饶了我吧。”“后
悔何用？你们已经把良心都出
卖了。你教导你儿子一直滥杀
我们的族人，阎王明天就把他
招进来！”我一听瘫了下来，想
当初我儿心地善良，不忍心杀
动物，后来是我诱使他吃了盘

蝎子，告诉他：“你不心狠人家
心狠。”从此他就学“乖”了，时
不时往蝎子山上跑，一麻袋一
麻袋地抓回来，后来干脆开了
间餐馆，做全蝎席成了绝活。可
如今……“是我害了他，是我
害了我儿啊……”我嚎啕大
哭。

“老大，少和他废话，咱们
快点报仇啊！”

“恶有恶报，现在就报！”
“看看他的心是不是红色

的。”

“咱们把他放进油锅里
煎！”

“……“周围七嘴八舌。
一声令下，我的躯体被无

数“大剪子”分割着。他们剥了
我的皮，掏出我的心……我已
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说，只是
清醒的大脑在感觉死亡的痛
苦。

挣扎中，我从噩梦中醒来，
擦拭着我头上的冷汗，我内心
不停的忏悔：保护野生动物，刻
不容缓……

童年趣事
招远市蚕庄完小 三年级二班 王雯选 指导教师 盛波

童年就像一个七彩的梦，梦
里的许多趣事，就像五颜六色的
玻璃弹珠，让人回忆起来仍然忍
不住笑出声来。今天就让我给你
讲一个我小时候的故事吧。

记得那时我才四岁，有一天，
我吃到了一个弯弯的香蕉，嫩黄
的、软软的、甜甜的香蕉真好吃
啊。我狼吞虎咽地吃完了一个，还
想要。可爸爸却说：“香蕉吃多了
会上火的。”我只好不吃了，可是
香蕉的味道似乎总在我鼻子边上
游荡，馋死人了。

晚上，不经意间，我突然有
了一个重大发现：天上有一个
又黄又弯的“香蕉”！心里想：这
下我可以饱餐一顿了。我还觉
得奇怪呢：香蕉不是长在树上
的么？今天晚上却长在了天空
里去了，真好玩。可我也不管三
七二十一了，伸手就往上抓，可
是什么也抓不着。我找来小凳
子，站在上面，使劲踮起脚尖，
双手用尽吃奶的力气向上抓。

爸爸看见我一个劲地向上
乱抓的样子，奇怪地问：“女儿，
你在乱抓什么？”我兴奋地说：

“爸爸你看，天上有一个很大很
大的香蕉，你帮我拿下来让我
吃了吧！”爸爸听了笑得一手捂
着肚子，一手拍着我的肩膀说：

“我的傻孩子，那不是香蕉，那
是弯弯的月亮。”“不，那是香
蕉，我要吃香蕉。”爸爸听了耐
心地对我说：“女儿，月亮是一
个星球，每当晚上的时候，它就
慢慢地出来为我们照明了，它
是我们的好朋友。不是你想要
的香蕉。”听了爸爸地解释，我
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虽然天
上的香蕉没有摘成，不过爸爸
还是又给了我一个大大的香
蕉，好甜哪。

现在我已经是三年级小学
生了，再也不会做那样的傻事
了。可我每当看到那弯弯的月
亮时，我就忍不住笑自己傻。
哎，童年真是太有趣了。

《我的同桌是班长》读后感
莱州市金城镇吕世祥中心小学

四年级四班 王艺林 指导教师 刘玉光

放暑假了，我们都像一
群小鸟被主人放出了笼子，
心里是无比的高兴和轻松。
不过，在这快乐中，可不要忘
了读书。我在暑假里读了很
多有趣的书，其中最有趣的
还是《我的同桌是班长》。

《我的同桌是班长》的主
人公杨自热，他出生于富裕
家庭，学习不好，上课还爱做
小动作和耍贫嘴，因为和班
长蔡一心同桌，感到自己处
处受到监视和限制，而每次
发生冲突，他觉得老师在包
庇班长，他想尽了一切办法，
软硬兼施，企图收买或制服
班长，结果搞得班里鸡飞狗

跳，不得安宁。但是他也有优
秀的一面：他很大度，能宽容
老师、同学和家人，有勇气面
对自己的处境。因为这本书
的内容写得真实有趣，切合
我们的生活实际，所以让我
爱不释手。

《我的同桌是班长》的作
者 伍 美 珍 被 称 为“ 阳 光 姐
姐”，她书中的故事全部取材
于读者的来信，专门为我们
少年儿童量身定做的，真实
地反应映我们孩子中间存在
的诸多问题。其中“看电视”
这个情节给我留下了很深的
印象。杨自热被允许观看《升
学指南》，尽管他不愿意看，
可是家长逼着他看。电视中记
者采访北大一名女生，最后才
明白原来这个女孩不是北大的
学生，而是在北大打扫图书馆
的，我看了以后，禁不住哈哈大
笑。为什么记者也那么喜欢追
捧名校的学子呢？

“阳光姐姐”伍美珍很了
解我们的心声，从《我的同桌
是班长》这本书中，我得到了
心灵的放松。我真的希望爸
爸妈妈也能读读这本书，能
倾听我的心声，让我做一只
快乐的小鸟，在天空中自由
地展翅翱翔！

大雨过后
招远市蚕庄完小

三年级二班 盛钰

指导教师 邵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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