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果舒食醋分为5度食醋和8度
食疗醋。它用苹果汁做为原料经二
次发酵酿造而成。不同于用醋精勾
兑而成的调味醋，果舒食醋不含有
任何防腐剂，其口感酸爽、略带果
香，并富含多种营养物质。人体健
康的状态，体液呈弱碱性，但由于
人们的饮食习惯、环境、心态及压
力等因素的影响使我们的身体往
往处于酸性的亚健康状态。果舒食
醋经过二次发酵，是一个口感呈酸
性，在人体内代谢后呈碱性的食用
醋，它有中和鱼、肉、蛋、米、面等呈
酸性食品的功能，并有利于它的各
种营养素的保存和促进钙的吸收。
能够有效改善人体酸性体质，使人

体呈健康的弱碱性。
网上广为流传的食疗配方一：

用8度苹果醋2两，鲜鸡蛋一枚，浸
泡1 . 5-2天，蛋壳软化后，用筷子戳
破搅匀，再放置一天即可。每天起
床舀两小汤匙醋蛋液加一小匙蜂
蜜和四小匙温开水调匀，空腹一次
服完，蛋膜最后一天咀嚼吞服。可
降血脂，防动脉硬化。

食疗方二：将同等份量的柠檬
汁、姜汁、蒜头汁、苹果醋各一杯放
入瓦煲，大火滚，小火慢煮，不要盖
锅盖，让水份蒸发，剩下约一半汁
液，加入适量蜜糖搅匀，冷却后放入
冰箱保鲜即可。每天起床后空腹服
用一汤匙。可净化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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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的的爷爷爷爷
莱山区黄海路小学五年级一班 徐彬 指导教师 张利晓

快快乐乐的的小小鱼鱼
莱山区黄海路小学二年级二班 王梓涵

觅觅食食的的蚂蚂蚁蚁
莱山区黄海路小学五年级一班 贺瀚杨 指导教师 张利晓

牛牛角角雕雕———“““钓钓鱼鱼鸟鸟””
莱山区黄海路小学五年级二班 王奕翔 指导教师 才晓源

卖卖风风车车
莱山区黄海路小学三年级二班 公硕 指导教师 陈书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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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有 一 个 极 爱 我 的 爷
爷。爷爷的头上一根头发也
没有，是个大光头 (聪明的脑
袋不长毛)。他戴着一副眼镜，
一脸的严肃，但是我不怕他。

记得小时候，我喜欢在洁
白的墙壁上乱涂乱画，低处的

墙壁被我涂满了，我就爬上椅
子再往高处画。每当家人批评
我时，爷爷总护着我说：“没关
系，不要打击她的创作性。”在
爷爷的保护下，家里所有的墙
都被我画得乱七八糟。奶奶也
只好在我上了三年级时又请人
把墙重新刷了一遍乳胶漆。直
到现在我有时还偷偷地往墙上
涂上几笔呢！

有一次爷爷突发脑溢血，
生命垂危，医生说：爷爷可能只
能活三天，要求家人尽量与他
讲话，试着唤醒他。我知道后非
常着急，坚持趴在爷爷的床头

叫他喊他，给他加油。每当我大
喊一声“爷爷”，他闭着眼睛也
大声地应答我“嗯”。在医生和
我们全家人的努力下，爷爷奇
迹般地苏醒了，两个多月后，可
以下地行走了，我甭提有多高
兴了。

现在我的爷爷又跟以前一
样，既可以给我讲故事，又可以
检查我的作业了。每当我碰到
难题时，他总是耐心地给我讲
解，我也经常把发生在我学校
的事情讲给爷爷听，我还把我
的学习情况告诉他。不管我考
试是80分还是100分，爷爷都很

高兴，但是他对我的马虎总是
不轻易放过。我服他，尊敬他，
爱他。

爷爷现在每天仍然在坚持
做康复训练，每次走多少步路，
扭多少次腰，举多少次拳头，他
都给自己定好，并且认真地完
成，从不少一下。每次锻炼完
毕，他都汗如雨下。为此我很敬
佩爷爷的毅力。我希望爷爷的
身体赶快康复，他说过那样他
可以带我到更多的地方去旅
游，去长见识。

我的爷爷真棒，我爱我的
爷爷。

我家鱼缸里有一群快乐的
小鱼儿。刚开始，这个“鱼儿家
庭”只有六条凤尾鱼、三条“红
斑马”、九条“红绿灯”，是个“鱼
丁单薄”的小家庭。

有一天，妈妈发现一条母
凤尾鱼的肚子鼓鼓的，好像是
要生小鱼宝宝了。从那天起，我
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观
察小鱼、看小鱼宝宝有没有出
世。可是等了好久，鱼妈妈的肚
子越来越大，就是不见小鱼宝
宝。

中秋节，我们全家旅游回
来，我急切地跑到鱼缸前，发现
母鱼的肚子变小了，鱼缸里却
没有小鱼宝宝的踪影。妈妈说，
小鱼宝宝肯定被大鱼给吃掉
了。没有见到小鱼宝宝，我们都
很失望。

半个月后的一天，我在观察
小鱼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奇怪
的“小东西”探头探脑地从石子
缝里钻了出来。它的头圆圆的、
大大的，上面顶着两只黑芝麻似
的大眼睛，尾巴细细的几乎看不
见，样子像个半透明的小蝌蚪。
原来是条可爱的小鱼宝宝。又过
了几天，我发现两条小鱼宝宝结
伴 出 游 ，紧 接 着 ，三 条 、四
条……，越来越多的小鱼宝宝们
从石子缝里钻了出来。原来，它
们都躲在石子缝里啊！

后来，鱼妈妈们又生了好
几窝小鱼宝宝，第一批小鱼宝
宝们都已经“长大成鱼”了。小
鱼家已经从“鱼丁单薄”的小家
庭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大家族
了！数不清的小鱼儿们快乐地
生活在一起。

一天下午，我在回家的
路上，看到了一群正在觅食
的蚂蚁，我被这群蚂蚁吸引
住了，我忘记了自己，仿佛也
成了它们中的一员，追随着
它们，和它们一起觅食。

起初，只有一只小蚂蚁，
它看到了一大块面包渣，尽
管这是一块面包渣，但对小
蚂蚁来说，它就是一个庞然
大物。这只蚂蚁围着面包渣
转了几圈，然后急匆匆地跑
进洞穴。咦，小蚂蚁被困难吓
住了吗？

就在我失望的时候，这
只蚂蚁带了一大群蚂蚁出来
了，他们把面包渣团团围住，
还不停地碰撞着头上的触
角，好像在商量如何将这美
食搬进洞穴之中。这时小蚂

蚁们像听了号令一样，分成
了四组，分别排列在面包渣
的前、后、左、右侧，面包渣就
这样被它们顶了起来！这时
的蚂蚁们简直就是一个个大
力士。在它们雄纠纠气昂昂
的步伐下，面包渣被运进了
洞穴之中。虽然我的目光不
能跟随蚂蚁进入洞穴之中，
但是我知道它们一定在洞穴
中享受美食呢！

时间真快呀，太阳就要下
山了，落日染红了天边的云
朵，灿若朝霞。妈妈亲切的呼
唤声让我从蚂蚁的世界回到
了现实之中。我觉得现在的我
好像不是从前的我了，因为小
小的蚂蚁改变了我的看法：别
小瞧这小小的生命，他们一样
可以创造精彩的一刻！

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文
明，孕育出众多的精美艺术品，
牛角雕便是其中的一种。在爸
爸的书柜上摆放着许多工艺
品，其中就有两件牛角雕，我最
喜欢的是一件名为“钓鱼鸟"的
作品。

“钓鱼鸟 "是用牛角制成
的，顾名思义这件作品创作的
是一幅小鸟捕鱼的场景。作者
依据黑牛角的形态雕刻成一片
卷曲的荷叶斜插在木制的水面
上。荷叶左前方是一朵盛开的
荷花，那婀娜的姿态如一位仙
子出淤泥而不染。花瓣选用剔
透的咖啡色牛角制成，那花瓣
轻薄如纸，剔透似纱，花瓣上根

根脉络清晰可见。荷叶的右前
方是一弯叶茎，只见茎上伏着
一只灵巧的水鸟，嘴里正衔着
一尾挣扎的小鱼。水鸟的身上
层层羽毛片片分明，连每片羽
毛上的羽丝都清楚地雕刻出
来。小鱼的鳞片也整齐有序地
铺在身上，似天生长在上面一
样，活灵活现。在荷花下几支水
草的细叶从水里钻出，那摇摆
的身姿好似在随波荡漾着。

我看着这件形神兼备的艺
术品，似乎眼前的景象动了起
来。先是水草像被什么牵引，微
微摇动了一下。于是木制的水
面竟被它带起圈圈涟漪荡漾开
来。原本静静伏着的小鸟，突然

如一道闪电射入水中，接着像
被水面弹回来似得又落到茎
上，它的嘴里正叼着一尾扭着
身子的小鱼，但挣扎只是徒劳，
小鸟一伸脖子就把鱼吞了下
去。这时，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
样，水面又恢复了平静，鸟儿静
静地伏着，眼睛紧紧盯着水面，
等待着下一次狩猎。

每一次经过书柜，我都会
忍不住在“钓鱼鸟"面前驻足痴
望，那巧夺天工的雕刻，栩栩逼
真的形态让人看也看不够。这
是我们中华人民艺术的结晶，
这精湛的技艺一定要世世代代
传承下去，它是先人留给我们
最好的财富。

上个周末，我做了一件非
常有成就感的事——— 卖风车，
因为我想用亲手赚到的钱给妈
妈买一件生日礼物。

我买了做风车的材料，用
了大半天的时间，裁啊，剪啊，
叠啊，总共做了20个色彩亮丽
的小风车。我把风车插在一个
方盒子上，简直像一片彩色的
小树林。啊，好期待明天哪！

第二天，天气格外的好，我
和爸爸妈妈一起到了海边。烟
台的海边名不虚传，湛蓝的天
空像被擦过了一样，透亮透亮
的，映得海面也是一片清澈见
底的蓝，交汇在天边，形成了一
条金边。海滩上的人成群结队，
互相嬉闹着。我捧着插满风车
的盒子，找了一个人比较多的

地方，不知怎么就感觉紧张起
来，不知道要怎么做。我的脑子
飞快地转，“必须喊出来，你一
定要给妈妈买礼物，你一定行
的”我不停地给自己打气。

“卖风车”话一出口，我都感
觉好像不是我的声音，颤颤悠
悠的，声音小得好像被海风吹
没了。我不好意思地望着远处
的爸爸妈妈，他们直朝我竖起
了大拇指。我一下觉得勇气回
来了，是呀，有什么害羞的，我的
小风车呼啦呼啦地转着，像一
个个小仙子为我摇旗呐喊。

“卖——— 风——— 车”“一元
一个”我扯着嗓门喊起来。一个
梳着俩小辫的小女孩跑过来
了，我急切地说“小妹妹，要不
要风车？你看多漂亮啊”。小妹

妹拿起一只风车，眼神里充满
期待，我心里一阵狂喜，我知
道，她想要。“妈妈，买风车”，阿
姨给了我一元钱，我激动得手
都哆嗦了，等他们转过身去，我
忍不住地挥着双手跳起来，欢
喜雀跃。太有成就感了，比考第
一名还兴奋，这下我更有信心
了，我朝着迎面走过来的一个
小男孩跑去……

两个多小时的时间，我把
所有的风车都卖完了，我奖励
自己吃了一个大冰糕。晚上去
了姥姥家，我把赚到的钱都给
了八十多岁的太姥姥，太姥姥
高兴得眼圈都红了。回家的路
上，我和妈妈说，改天我再赚钱
给妈妈买礼物，妈妈搂着我说，
她比收到礼物还高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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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美丽丽的的大大草草原原
莱山区黄海路小学四年级二班

王婉婷 指导教师 孙成玉

暑假的时候，我和爸爸一起去
了美丽的大草原，我们是带着好奇
心上路的。

我们的行程共有五天，第一天
我们在路上奔波着，同时也看到了
许 多 美 景 ，比 如 ：唐 山 市 、白 马
川……其中唐山市地区的山最值得
观赏，连绵不断，有的像四蹄腾空的
白马，有的像速度极快的猎豹，还有
的像采药的老人……形态万千———
这是途中看到的美丽景色。

第二天早上9点左右，我们到了
承德避暑山庄，在那里参观了皇家
博物馆和皇家花园。

晚上我们来到宾馆，听山鹰叔
叔说要吃烤全羊，我们小孩子都高
兴地跳了起来，心里想：“劳累了一
天，终于可以美餐一顿了。”

第三天中午，我们到了内蒙古
乌兰布统大草原，我们开始进行的
第一项任务是骑马，我和爸爸分别
精心挑选了一匹美丽的小马。爸爸
先上马，我在叔叔帮助下在马背上
坐好，叔叔在中间帮我们执缰，以防
小马调皮将我们摔下来。我们骑了
两个小时，回来的时候，我的屁股都
被颠疼了，但是心里却美滋滋的。

第二个项目是沙滩摩托。我和
爸爸骑一辆，爸爸一加油门，摩托车
在草原的小路上飞快向前驶去，把
其他小朋友甩在后面，可有意思了。
这就是第三天的行程。

第四天上午，我们到草原上漂
流。我们每个人乘坐一艘小小的皮
筏艇，我平躺在皮筏艇里，四肢平放
在皮筏艇里，像极了一个“大”字，皮
筏艇顺着小河流一直漂啊漂，还不
停地打转、搁浅，好不容易才到达终
点。下午我们的任务是乘坐越野车
去大草原深处看草原的风景，大草
原真大啊，一望无际；大草原真美
啊，开满鲜花；大草原真奇啊，时不
时冒出一座座小山，山上还长满了
白桦树。在草原深处我看到了一群
群的马，有的悠闲地吃草，有的在广
阔无垠的大草原上奔腾，还有的懒
洋洋地望着行人……

第五天，我们坐着车回家了。虽
然我们玩的时间很短，但我还是十
分高兴。

美丽的大草原真令我流连忘
返，虽然已经过去了很久，但我还是
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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