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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妈妈带我吃烟台的特色
小吃——— 焖子。

焖子是用粉条和红薯粉芡一起
放入平底锅中，再加入适量清水，然
后用中小火“焖”制故名“焖子”。一
大块焖子切成一个一个小的晶莹剔
透的方块，上面浇上喷香的麻汁，再
撒上一点香菜和蒜泥，真是色香味
俱全，让人忍不住直流口水。

焖子制作虽简单但味道却好
吃极了！用四个字表示就是：软糯
醇香。不管大人小孩都爱吃，吃了
还想吃。

焖子不但样子和滋味让人难
忘，它还有由来呢！

相传一百多年前，有门氏兄弟
来烟台晒粉条，有一次刚将粉胚做
好，遇上了连阴天，粉条晒不成，粉
胚就要酸坏。情急之下，门氏兄弟将
乡亲们请来用油煎粉胚，加蒜拌着
吃，有风味。于是便帮门氏兄弟支锅
立灶煎粉胚卖，人们都说好吃，一智
者认为此品是门氏兄弟所创，又用
油煎焖，就脱口而出叫“焖子”。

今天，我不但吃了焖子，而且
学到了许多知识。

今天，妈妈偷偷地告诉我
一个好消息：“今天我们去爬崮
山。”我兴奋地大喊一声：“耶！”
我把这个消息传递给爸爸，爸
爸也有些迫不及待。这可是我
们第一次爬崮山，我怀着憧憬
和希望，想快点看到崮山是啥
样的。

一路上，我们有说有笑，期
待不已。车子过了苏家店，开始
了一段土路，急转弯特别多，颠
簸得很，我的期待值立刻降到
了零。途中，我还呕吐了多次，
唉，真晕啊！可是，当巍峨的崮
山在不远处出现时，我立刻振
奋起来：哈，真是“山重水复疑
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就
像打了兴奋剂似的，开始活蹦
乱跳起来。

来到售票处，拿了证件，买

到票，管理处的阿姨说：“请到
亭下等候。”“咦，为什么，难道
不可以直接爬山吗？”我好奇地
问。“你们需要在此等候，有专
车会把你们送到离这4公里远
的进山口。”售票员阿姨耐心地
给我们解释。哦，原来如此，还
有4公里。我一看小亭子：“哇，
这么多人，这要等到猴年马月
呀！”我的心立马急切起来。半
个小时过去了，我们终于到达
了崮山脚下。

从山脚下仰望，哇，山势非
常险峻，悬崖峭壁，好像刀削斧
劈一般，真不愧是像人们说的
那样“惊、险、奇、绝”。即便这
样，我相信自己可以征服它，因
为在我眼里，它是那样秀美壮
丽。

可能是因为山太险，没有

登山的路，智慧的劳动人民就
用他们辛勤的汗水，搭建了登
山的千米木栈道。木栈道蜿蜒
曲折，宛若一道天梯，盘桓于山
际之间，气势恢宏，古朴壮观，
直插云霄。走在上面，心里直发
颤，感觉真的像登天一样，它真
不愧被称为“青云梯”。

历经了千辛万苦，我们终
于登上了北崮的主峰——— 插旗
顶。看着迎风招展的旗帜，我不
禁沉浸在妈妈给我讲的那个历
史悠久的传说中。想当年，唐王
李世民东征的时候，将帅旗插
在峰顶，威风凛凛，远在十里之
外的人都可以看得见，他也从
此开始成就千秋霸业……啊，
天崮山不仅风景秀美，还有如
此美丽的传说！

站在插旗顶，向远处眺望，

远处，云雾缭绕，云山云海，奇
峰兀立，怪石嶙峋；近处，一块
巨石矗立在对面，好像一只大
狗蹲在那里。你瞧，它的两只耳
朵耷拉着，眼睛眯缝着，看似很
悠闲，仿佛也在欣赏美丽的山
景，原来这就是著名的景点“神
犬守山”。呵，看来崮山不但景
色宜人，而且还灵性十足啊！

下山的路上，我们还看到
了许多奇观异景，神龟探头，
擎天碑，石破天惊……真可谓
遍山都是奇峰怪石，悬崖峭
壁，美不胜收，啊，“江北小黄
山，世外桃花源”果然名不虚
传！

走进崮山，回归梦里桃源，
我不禁被崮山的绝伦之美所折
服，震撼，好一次充满享受的崮
山之旅！难忘崮山之美！

每次吃饺子时，我都帮忙
擀饺子皮，那软软黏黏的饺子，
给我带来了无限乐趣。

到了吃饺子那一天晚上，
我便早早地洗好手，让手自个
儿干。等妈妈调好馅，我便抓
起擀皮的木棍，开始擀皮。面
黏在木棍上，就撒点面上去。
妈妈教我，压的皮要厚度均
匀，让每个地方都擀到。不然
一边厚一边薄，煮出来面就破
了，馅就露了。

慢慢，擀皮变成了一场
追逐赛，我擀完就急忙擀下

一个：妈妈也不甘示弱，包完
一个接一个，很快赶上了我，
我们之间就差一个皮了！妈
妈急忙灵巧地捏了几下，一
个饺子就包完了。我越擀越
快，妈妈也越包越快，不一会
儿饺子就包完了。包完后，我
就拿了一小块不用的面，去
玩了。我可以用它粘苍蝇，做
小人，摆木块。看着下了锅的

“ 小 白 鹅 ”我 和 妈 妈 开 怀 大
笑。

擀饺子皮给我带来了无限
快乐！

今年，因为天气炎热，天天
烈日当空，所以妈妈给我报了
游泳班。

清晨，我早早起床，满怀高
兴的心情踏上了游泳之旅———
栖霞艾山温泉！首先是教练讲
解游泳基本常识和学习要求。
休息片刻之后，便开始练习了！
一开始我只会依赖浮漂。用我
的“狗刨式”游来游去。

可是，把浮漂一扔，我就有
点力不从心了，不小心就会掉进
水里。教练说：“你要先学会憋
气！”我按照教练的方法，屏住呼

吸，把头扎进水里练习憋气。刚
开始只能憋一会儿。练习了一段
时间后，我就能憋10秒以上了。或
许由于这小小的成功，我对游泳
越来越有兴趣了。接下来我练习
换气和前进。凭着双臂舒展和双
腿蹬水，我似乎想去哪里就能游
到哪里。虽然每天都练得筋疲力
尽，但我仍然很开心。

经过一个星期的训练，我
终于学会了蛙泳，现在能像一
只小青蛙一样自由自在地在水
里游来游去，去享受游泳给我
带来的欢乐。

昨天，我跟着妈妈到塔山
地震馆体验。

进入地震馆后，与我原来
想象的地震馆明显不同，发现
地震馆内是阴黑的。我们先来
到地震模型一览表前，那倒塌
的房屋让人触目惊心。而后，我
们走进了一座木桥，桥下是汶
川地震发生时的场景。伴随着
闪电，房塌了，树倒了，地裂了，
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消失了，让
人不寒而栗。再往前走就来到
一个小屋，小屋倾斜着，要是没
有护拦，人肯定会东倒西歪，失
去平衡。走出小屋后，我们又来
到了地震危害测试馆，经过一
些图表的演示，了解到地震分
为低、中、高三级。低级别的地

震不造成危害，中级地震就会
有危害，高级别的地震会造成
严重后果，并且可能引发海啸
等。出了测试场以后，我们经过
一座木桥，这座木桥会旋转，跟
过山车似的，模拟的是中高级
地震发生时的状况。

出了木桥，眼前一片明亮，
我本以为参观要结束了，妈妈
告诉我到了电影院，要看4D电
影。找了一个座位坐下后，我看
到了安全带，原本在想看电影
用什么安全带啊。可是又一想，
地震馆，一切与地震有关，地震
发生时不是会剧烈摇晃吗？想
到这，我提醒大家系好安全带。
电影开始了，我们来到了美丽
的大海里，正当我们在着迷般

地欣赏海底美景时，一声“轰隆
隆”的巨响打破我们的梦幻，原
来是海底火山喷发了；我们的
视线随之转到陆地，我们跟在
一辆红色轿车后面，但是因为
地震，这辆车与一辆洒水车相
撞了，随后这辆车失控，撞到了
立交桥上；由于地震，立交桥也
塌了，我们随着立交桥一块塌
了下去。我们快步来到海滩，突
然，海啸发生了，一艘船随着海
啸撞上了一座大楼，我们坐的
椅子开始剧烈摇晃。随后，我们
又到了一个小区的通道里，一
位年轻人正在招呼人们赶快
跑，人们在跑的过程中，火灾发
生了，大火吞没了整个大楼。地
震停了，海啸停了，整个城市一

片狼藉，乌云挡住了我们的视
线。我为刚才经历的一幕感到
心惊胆战，不知所措，经过妈妈
的提醒，我才明白过来，刚才的
一切只是一场电影。

随后，我们又通过图片、视
频等形式，了解到一些地震发
生时如何科学应对的知识。

通过在地震馆的参观，
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一切事
物 的 发 生 都是有 科 学 道 理
的，都是可以用科学知识来
正确解释的。地震虽然破坏
力很强，但是随着科学的发
展，人们可以通过观测来预
报地震，我们也可以按照科
学的方法在地震发生时来保
护自己、减少损失。

寒假里的一天，妈妈带我到
烟台勃朗滑雪场去滑雪，我兴奋
极了。

我们穿上笨重的滑雪鞋，拄
着滑雪杖，走进了滑雪场，哇，好
一片银装素裹的世界！我看着大
哥哥大姐姐们潇洒自如的滑雪
姿势，我既羡慕又期盼，迫不及
待地也学着滑起来，经过几次摔
跤之后，我也能轻松自如地滑雪
了，而妈妈呢，经过了两个小时
的练习，好像一点进展都没有，
还只能在原地轻轻地滑动，我已
经不满足在山脚下滑雪了，对妈
妈说：“妈妈，我们俩一起到山坡
上去滑吧。”妈妈一听，脸色顿时
变得苍白，连连摆手说：“不行，
不行，我还不太会，怎么能上去
滑呢？我还是再练习一会儿吧。”
我只好自己坐上传送带上了山
顶，向下眺望，哇！好高啊！我既
兴奋又紧张，滑雪杖一推，身子
不由自主地向前滑去，风在耳边
呼啸，我正想欣赏两边的美景，

没想到速度快得无法控制，让我
失去了重心，向后摔去，原来是
左脚的滑雪板踩在了右脚的雪
板上了，我重重地摔倒在地，滑
雪鞋也脱落了，我怎么也站不起
来了。

妈妈虽然在山脚下，但她的
视线一刻也没离开过我，见我摔
倒了，她也不顾得滑了，赶紧转
过身就朝山顶奔来，雪地那么
滑，她一步一滑蹒跚着朝我走
来，到了我身边连拖带拽地把我
扶起来，拍拍我身上的雪，上下
打量着我，急切地问：“怎么样？
摔疼了吗？哪儿不舒服？”见我没
事了，她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帮我又穿上滑雪鞋。这时，风呼
呼地吹过她的脸颊，头发也被吹
得散乱了，可她竟然额头上还冒
着汗。忽然，她惊叫一声：“哎呀！
我怎么上了这么高的地方啊？我
可怎么下去啊？”这时，我才想起
来，妈妈怕高，刚才说什么也不
肯上来，可看到我遇到了危险，

就毫不犹豫地爬上了这么高的
山坡。妈妈一步一滑地往下走
去，可是太滑了，她干脆脱下滑
雪板，扛在肩上，一步一步地走
了下去。看着她那渐远的身影，
我的眼眶不禁湿润了……

母爱是什么？母爱是一泓
清泉，滋润着我幼小的心灵；
母爱是一缕阳光，照耀着我茁

壮成长；母爱是一本厚厚的
书，让我懂得了许多的人生道
理。“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
晖”，妈妈您为了我的成长，付
出了无数心血和青春年华，您
用那双平凡的手和一颗坚强
的心为我撑起一片蓝天……
我永远深爱着您——— 我的好
妈妈。

姥姥在医院住院调理的这段
时间，爸爸出差去了，妈妈既要上
班又要照顾姥姥，就无暇顾及我，
不能陪我一起睡午觉，不能送我上
下学，不能陪我写作业，不能陪我
弹钢琴，我成了“孤家寡人”了。

以前，一年级时，这所有的一
切都是妈妈陪我，我成了个“依赖
虫”。我现在是二年级了，再有几个
月就要上三年级，我不能再做衣来
伸手，饭来张口的“小公主”了。这
可是锻炼我自己的大好机会呀！

说干就干，我展开琴谱，弹起
钢琴来，“哆来咪发唆拉西”，钢琴
仿佛也为我点赞，夸我能独立了，
我弹得竟那么顺畅自如，没有妈妈
陪伴，我也能好好地弹呀！弹累了，
我活动一下筋骨，忽然我发现自己
换下来的衣服，想想妈妈那么累，
回家还要洗衣服，我还是自己来
吧。于是，我学着妈妈的样子，挽起
袖子，浸泡、搓洗、冲净……虽然很
累，但我坚持着，终于把一些小衣
物洗好了。站在窗口，眺望窗外，小
鸟正在快活地唱着歌，仿佛小鸟也
在为我点赞。

弹琴、洗衣服、煮饭……这一
切都是我自己来干的。现在，我能
了！所以，我，为自己点赞！

亲爱的妈妈，我对您有无限的
感激！

妈妈，在众多您对我的恩情
中，生育之恩是我最想表达的，也
是最难表达的，有几次话都到了嘴
边，可是又说不出来，今天我就在
这里一吐为快吧：从呱呱落地到现
在已经有十年的时光了，在这些像
星星似的日子里，是您屎一把尿一
把照顾我，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
是您无微不至地照顾我，有一次，
我半夜发起高烧，都烧到39度了，
你给我端水喂药，那一夜您通宵未
眠……

妈妈，我还要对您说的是您的
养育之恩，你总是给我做最可口的
饭菜，给我加最好的食品……这样
的事情像河水那样奔流不息。

在和您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我
更感激的是您的教育之恩。有一次
您给我讲一道题，可讲了一遍又一
遍，我的脑子就是不开窍，您还是
耐心地给我讲解，终于，我的脑子
开窍了，您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连
声说：“真聪明。”通过这件事，我发
现您想把我教育成才的想法是那
么的强烈，我在那时就下定了决心
要好好学习。

妈妈，您辛苦了！妈妈我永远
爱着您！妈妈，我用一生来回报也
不及您对我付出的一时啊！祝您身
心健康，万事如意，长命百岁。

焖子
莱山区实验小学

五年级六班 李涵睿

指导教师 桑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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