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佝偻的背影
延陵学校六（2）班石梦赢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在茫茫人海之中，
我接触过许许多多张面孔，这其中有俊俏的，
丑陋的，和善的，凶恶的……但在众多的面孔
中，有这么一张面孔使我至今难忘。

记得那是一个清晨，我正在温暖的被子
里睡大觉，朦朦胧胧间，突然听到一阵狮子般
的声音：“快起床啦，太阳晒屁股了！”我吓一大
跳，揉了揉惺忪的双眼，没好气道:“老妈，今天
周六好不好？让我再睡会不行啊！”随着“踏
踏”的声音，狮子吼的主人——老妈来到了我
的面前。只见她一手拿着一个满得快装不下
的垃圾桶，一手掀开我的被子，继续向我“攻
击”道：“周六也不能睡懒觉，快点穿衣服，倒垃
圾去！”我飞快地穿好衣服，拎着满满的垃圾
桶飞奔下楼。

清晨的村子在一层薄雾般的云雾笼罩
下，显得格外有诗情画意。一株株高大挺拔的
树木在云雾中挺立着，一只只小鸟在枝头放声
歌唱。花草树木尽情地摇摆着，仿佛在向路过
的人们点头问好。一阵微风轻轻拂过我的脸
庞，我感到神清气爽，睡意也没了。

我来到全村唯一的一个垃圾箱，那里早
就排满了许多倒垃圾的人，他们有的跟旁边的
朋友聊天，有人拿石子在地上画画，还有的在
玩手机……我望了望，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
跳：前几天堆积着像小山似的、让经过的人都
要捏着鼻子走的垃圾堆居然消失了。我那个
八卦劲儿一下子就涌上来了，轻轻拍拍前面的
老爷爷，问道：“爷爷，您知道垃圾箱前面的那
堆垃圾去哪儿了吗？”老爷爷上下打量了我一
番：“小丫头，看样子你不是天天来倒垃圾吧？”
我脸蛋一红，就像烤熟的地瓜，“这两天每天早
上都有一个老太婆来这儿打扫。”

仿佛要验证老爷爷的话，从街道口传出
了一阵“叮叮叮”的铃铛声。一个年迈的老婆
婆一边喊着“倒垃圾，倒垃圾”，一边摇着铃铛
走过来。这位老婆婆一身青色的衣裤，上面打
满了一个又一个补丁，一头稀疏的头发仿佛罩
上了雪白的霜。一双大眼睛深深地陷进眼窝，
布满皱纹的脸上，写满了沧桑与艰辛，一双粗
糙的大手拎着一个蛇皮袋子，一步步缓缓走
来，人群自动分开了一条路。

老婆婆来到垃圾箱旁微微蹲下，一双
粗糙的大手在垃圾堆里缓慢地清理

着。这时，人群中有一个穿一件
冰淇淋色的小裙、脚着黑色高
跟鞋的阿姨受不了了，她拎着
一个金色亮片的钱包，焦急地
走来走去，最后拿起地上的垃
圾筒朝垃圾箱门口倒了下
去。回头时，她从亮片钱包里
翻出一张纸巾，紧紧地捂住鼻

子……突然，老婆婆的手停了下来，她从垃圾
堆里翻出了一个身份证，但阿姨已经走远，她
只好将那个身份证交给一个认识那个阿姨的
男人，然后继续清理垃圾。

我们站在旁边，默默地看着这佝偻的背
影。 （指导老师：贡兴）

科技，让生活更美好
实验小学三（5）班吴思源

生日时，爸爸送了我一本书——《揭秘科
技的力量》，这本书可真有趣啊！书中介绍了
许许多多科技知识——空中飞翔的隐形飞
机，快速行驶的磁悬浮列车，供给燃料的海底
潜艇……我发现，古人上天入地的梦想早就
在“科技”中一一实现。

暑假里，我随团参加夏令营，这是我第一
次离开爸爸妈妈，独立生活。出行的前一天，
我闷闷不乐，妈妈看出了我的心思，说：“你是
不是怕自己掉队啊？妈妈给你准备了电话手
表。这样，你放心了吧？”第二天，我就和同学
们一起外出了。到了晚上，我有点想家了，这
时，我想起了电话手表，于是，拨通了妈妈的号
码，“嘟——嘟——”妈妈的声音立即传到了
我的耳边，原本的孤单和害怕立刻无影无踪
了。第二天，我们乘着大巴车回程了，刚下车，
就看到了爸爸的身影，我正纳闷呢：爸爸怎么
知道我已经到了呢？爸爸说：“你的手表电话
上有定位功能，你到了哪儿，我的手机都会显
示的！”这小小的手表，隐藏着这么多的功能，
真是小手表，大用处啊！

一个周末，我和妈妈去南京游玩，到了地
铁站，妈妈发现没有带零钱，售票机上也不支
持手机支付，这可怎么办呀？我和妈妈急得像
热锅上的蚂蚁。突然，妈妈发现支付宝APP
上写着“交通出行付款码”，她立即出示付款
码，朝着地铁站闸口试了试，“嘟！”闸口开了，
我们成功地进入地铁一号线。出了地铁口，我
们该去乘坐动车了，我拉着妈妈往售票口走，
妈妈却摆摆手说：“不用，不用，网上购票，可方
便啦！”妈妈打开手机，还不到一分钟呢，火车
票就买好了！

只要我们细细观察，就会发现：科学早就
不只是为尖端技术服务，而是越来越多地改变
了我们的生活——科技，让生活更美好！

（指导老师：严浩云）

施先生
实验学校六（6）班 张苏豫

施先生，名华琴，与吾班授课。相其目光
炯炯，却不遮面色疲累之态，观之，慈善和蔼，
可亲之极。

先生授阅读，吾自为能，不期师言之要点，
点之诀窍乎！视班之劣者，却坐之正，听之专，
目不转睛矣！

先生课时，常手舞足蹈，声色并茂，为余
解。细观每生，尔等皆被其生动者形，绘声者
讲，亲之和蔼感耳！

师令服，更与诲人耳。堂中，授予“句子赏
析法”，师欲先考，之与兴硕兄，兴硕惶恐极，遂
汗出而不能言。师见笑曰：“汝思之，汝作篇当
以何为美？以甚为妙乎？”对曰：“吾作文，当写

生动。”师曰：“何以动人

耳？”硕顿大悟，高呼：“知矣！美句当以比喻，
拟人者修辞法先也！”师鼓掌曰：“亦如？”硕答
之不上，支支吾吾，遂默言。众见皆讽之，师却
笑：“只修辞者美句？汝知句不离段，段不离篇
乎？赏句亦需整文启，天马行空可弗妙乎？”硕
又大悟，对曰：“谢先生，知矣，美句应不离篇
段，紧扣中心，深化主题者，尚句之美也！”言
罢，众意满皆笑。

先生善言。授文本序时，顺、倒、插三序为
使吾辈知其用，故编一鉴倒叙：“一午夜，风雪
交加之树林，阴森可怖，一场凶杀案正现耳
……”说得人人不寒而栗，师借机曰：“可知倒
叙之甚？”众如拨云见日，忙曰：“知之！乃引人
入胜，牵人心弦之法耳！”师即赞。

诲开题之用时，师为吾懂之，例三点：“其
一，可含文义开，其二可文中物开，其三可述中
心思想，言外之意开。”师恐不明，亦言：“吾述
事汝思言外之意。张大妈与楼上浇花，淋湿楼
下李大妈之被，李遂言，张大妈真是锦上添花
耳——-甚？”“锦上添花！”师喜对：“何故？”“言
外之意者，张湿李之被耳！”此招与吾师更甚
也！

不觉间，铃响课毕。知识亦皆牢为记，真
谓启中思，思中学，学中得！呜呼！何时再聆
施先生教诲！甚盼！

望
华南实验学校香草文学社六（8）班钟子韵

风在絮语，夜幕中的杨柳只听见声声浅
笑，浓墨又被打翻，依稀可见几颗繁星闪烁在
天边。

好久没有这么静的夜了！可此时，病魔
的缠绕却让我痛苦不已。妈妈出差了，此刻，
爸爸成了我唯一的依靠。

我的腹痛一到春季便开始萌芽，一点一
点地增长，直到一下暴发，严重时几乎不能走
动。淡淡月光洒进窗里，医院白色的瓷砖此刻
更显苍白。爸爸拉着我的手，缓缓地向前移
动。我抬头仰望，月色下的爸爸略显憔悴。恍
然发现，他那乌黑的头发间掩映根根银丝。曾
经那不老的誓言恍若一个可笑的谎言。爸爸
的影子投得很长，不宽的肩膀略有些下垂。那
件深蓝色的卫衣，融入了这片夜色。

夜间的医院忙碌如白昼。检查的队伍弯
弯曲曲地在小小的诊室里绕着圈，一步也动不
了。

爸爸不停地搓着手，掩饰着心中的焦急。
他摸了摸我的头，以少有的温柔的声音问我：

“疼得厉害吗？先去边上坐会吧。我就在这里
排队，放心。”蹒跚着来到墙边，慢慢坐到椅子
上。我仰起头望向队伍中的爸爸。他的头有
些疲倦地低下去，不停地用手捶着背。突然想
起，爸爸前段时间去医院检查：腰肌劳损，身上
还贴着药膏。长时间地站立，他的腰该痛了
吧。

半圆的月儿高高地挂在天上，诊室里灰
暗的灯光凝聚着些许药物的气息。我的腹痛
略微减轻了些。爸爸夹杂在嘈杂的人群中，不
见踪影。正在我四处张望时，一个深蓝色的身
影拉着我，轻轻走到医生的面前。

我抬起头，爸爸此刻已疲惫不堪，两个眼
眶边一圈深青色十分醒目。一阵微风从窗口
飘来，爸爸的头发轻轻晃动着，那一撮白色，顽
固地立在头顶。我惊觉，爸爸，老了。

一股说不出的辛酸涌

上心头。还记得那个亲爱的爸爸带我去田边
烤红薯；穿越峡谷时不走寻常路，带我去冒险；
带我去看电影，偷偷地买薯片给我吃，回头再
一起向妈妈撒个小谎……霎时，泪水蒙住了
我的双眼。

“果果，这么疼吗？”爸爸汗津津的手拉住
了我，将我拉回现实。

望着那一双深邃的眸子，我不知该说什
么。

窗外，皎洁的月光温婉而美好。
（指导老师：汤国荣）

秋天的公园
华南实验学校四（12）班虞梓轩

秋天，在诗人眼里是一个美妙的季节；秋
天，在农民眼里是一个丰收的季节；秋天，在我
的眼里是个快乐的季节。

于是今天，我便怀着激动的心情和妈妈
来到了万善公园寻找秋天的足迹。听说，有一
个成语叫“秋高气爽”，还真是如此啊！我站在
黄黄的草地上，迎面吹来凉爽的风，真是舒服
极了！

我进去之后，首先看到的是一棵棵绿色
的，叫不出名字的树，它们笔直地站在边上，微
笑着欢迎我们的到来。继续向前走，只见一排
枫树红彤彤的，仿佛在告诉我们：“秋天来了，
秋天来了！”过来一会儿，只见一阵风拂过，满
树的叶子漫天飞舞，很快，大地妈妈便披上了
枫树姥姥给她做的红红的大衣。“叽喳，叽喳。”
听，原来是一只小鸟在枝头歌唱哩！咦？小鸟
所在的树上怎么有好多金黄的扇子？走近一
看，哦！原来那是一棵银杏树呀！为了保留大
自然的香味儿，我拿了一把“扇子”夹在了我最
喜欢的书里。

我爱秋天的公园，我们在这里可以寻找
秋天的足迹，寻找童年的快乐……

（指导老师：贺玉梅）

游银杏湖乐园
荆林黄荻小学六年级蔡佳琦

今天一早，我便兴致勃勃地踏上了前往
南京银杏湖乐园的旅程。

银杏湖乐园中的游乐项目真是让人目不
暇接，有过山车、旋转木马、摩天轮、大摆锤
……但是我最喜欢的要数大摆锤和摩天轮
了。

走！坐大摆锤去咯！到我了，在工作人
员的指导下，我扣好了安全带，只听“滴”的一
声响，大摆锤便摇了起来，可着实吓了我一
跳。我紧紧握住粗大的把柄，心也随之震动
着，像上了弦的箭紧绷起来。一下、两下……
我的心随着大摆锤的晃动幅度而起伏着。晃
啊，摇啊，转啊……高了，更高了，吓得我们鬼
叫连天，甚至有人喊起了“妈妈”，我的心也差
点从喉咙口跳出来，满头大汗，手脚都不听使
唤了。“呼——”随着持续不断的大摇摆，我们
的身子一会儿僵坐着，一会儿平躺着，一会儿
倒悬着，感觉自己随时都有可能掉下去的感
觉。短短的几分钟，却像过了好几年。接着大
摆锤摇得越来越低，慢慢地停了下来，我那颗
悬着的心才慢慢平静下来，但身体仍不由自主
地颤抖着。

后来，我们又去玩了摩天轮，那个项目晕
车和恐高的人是不能玩的。

坐上去以后，我就一直在欣赏着银杏湖乐园的
绝美风景，它让我有一种梦幻的感觉，像在天
空飞一样，又如同置身于一个童话的世界之
中。

待到天色阴沉，夜幕降临，我们才依依不
舍地离开乐园。秋风乍起，门口两边的大树也
在秋风吹拂下沙沙作响，好像在与我们一一道
别。 （指导老师：王国富）

鱼刺风波
吴塘实验学校六（5）班 于兴洁

我自小就喜欢吃鱼，对鱼情有独钟的我，
恨不得顿顿有鱼才心满意足。为此，妈妈隔三
差五地就在晚上烧鱼犒劳我。

那天晚上，还没进家门我就闻到了麻辣鱼
的香味，我禁不住咽了口涎水。我以迅雷不及
掩耳之势奔进厨房，洗了手，坐在桌前抓起筷
子，夹起一片鱼片，就开始狼吞虎咽。妈妈在
一旁叮嘱：“你慢点吃，别让鱼刺卡住喉咙了！”
我满不在乎地撇了撇嘴，敷衍道：“好，我会注
意的。”心里却想：我又不是三岁的小孩子，吃
鱼怎么会卡住呢？

麻辣鱼，顾名思义又麻又辣，那味道一个
字——“绝”！鲜嫩的鱼片，加上麻辣的味道，
堪称人间极品。我吃了一片又一片鱼，甭提有
多美味啦！尽管这个时候爸妈又在唠叨：“小
心点！慢点吃！”可我只顾吃鱼，压根没把爸妈
的叮嘱当回事儿。我如同饿虎一般，一片接着
一片往嘴里塞鱼肉。谁料，正当我吃得津津有
味的时候，一根鱼刺卡在我的喉咙里，像搭了
一座独木桥横在中间，又细又长，让我痛不欲
生。我疼得直叫，妈妈瞪了我一眼，不屑地说
道：“你又耍什么花样？好好吃饭！”我真是哑
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我急得满头冒
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这时爸爸才警觉：“她
被鱼刺卡住了！”我激动地连连点头，只能发出

“啊啊”声以缓解疼痛。
爸妈这下着急了，忙着掰开我的嘴巴查

看。我不知所措，难受不已。在这千钧一发之
际，爸爸拍了下脑门：“电视里不是讲过醋可使
鱼刺变软吗？”他跑进厨房，拿着醋瓶子。妈妈
接过醋瓶往我嘴里倒，我喝了一大口，感觉喉
咙顺畅一点点。鱼刺好像进了我的肚，我庆幸
自己没有被刺伤，但情不自禁被酸得打了个
颤。一会儿胃里翻江倒海似的难受，我焦急地
问：“是不是鱼刺卡在胃里了？”妈妈说是醋喝
多了的原因，我的心才平静下来。

都是鱼刺惹的祸，我得铭记于心。
（指导教师：姜玉花）

书店
新桥中心小学四（1）班 薛丁瑞

你或他可能会喜欢热闹的大游乐场，飘
香的花园，而我，却喜欢书香醇厚的书店。

走进书店就像走进知识的海洋，让我充
满活力。那里的书琳琅满目，让你看得眼花缭
乱，有人可能会问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为什么不
去网上看电子书呢？要我说电子书缺少书香，
读起来没有味道。

我每天都要去那里看书，如果一天没有
看书，就好像失去了水的鱼儿一样，心里空荡

荡的。记得有一次我放学路过书店，
我的腿就情不自禁地走了进去，

结果妈妈找了好久才找到我，

气冲冲地将我领回家。
我曾经为卖火柴的小女孩死了而哭泣，

为王子亲吻了白雪公主让她复活而开心。不
过，我觉得不能一直沉迷于书中，也要到处看
一看，走一走，看看外面丰富多彩的世界。俗
话说得好：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书是精神粮食，书是我的好朋友，给我的
童年带来无穷的快乐！ (指导老师：丁爱华)

北风
正则小学六（6）班许家睿

北风呼呼地吹，光秃秃的一排排树伫立
在雪山中。一轮弯月挂在空中，远方一座山
峰，耸立在半空，山中驻扎着刚经历血战的一
个团。

深夜，将军冒着风雪来看望受伤的战士
们。

团长是一个高瘦的男子，四十多岁，衣着
朴素，腿上负了伤，正在指挥着抢救伤员。他
见将军来了，笑了笑说：“首长，这场战斗我们
损失了47位战友，消灭敌军两个团！”

将军一摆手，面色沉重，直接走进医疗营，
团长尾随其后。一进营门就见几个医生忙而
不乱地抢救伤员，角落边摆了一张门板，上面
躺了一位小战士：军帽歪戴着、脸色苍白、身上
沾满了鲜血，下身却只有孤零零的一条腿！他
看到将军，艰难而又标准地敬了个礼。将军神
色凝重，没有说话。帐篷内只有抢救器械碰撞
的声音，还有小战士微弱的呼吸声。众人呆呆
地望着小战士，一片静寂。将军打破了寂静：

“你是怎么当团长的，这么小的战士伤成了这
样，你怎么都不好好保护他！”

团长张了张嘴，没有说话。将军在北风
的嘶叫中吼道：“假如他是你的亲人，你忍心看
他伤成这样吗？”团长仍未说话，眼中泛着泪
花。半晌，将军的随从轻声说：“首长，他就是
团长的亲儿子……”

众人再次沉默，将军缓缓地脱下军帽，向
团长和小战士行军礼……

（指导老师：欧阳文青）

看花灯
运河中心小学二（1）班施唐忆

新年的第一天晚上，我和爸爸妈妈去大
运河两边看花灯。

来到河边，只见大运河两边摆满了五颜
六色的花灯，有金黄金黄的元宝灯、粉红粉红
的荷花灯、又大又圆的摩天轮灯、又高又大的
城堡灯、色彩丰富的花篮灯……我最喜欢的
是城堡灯。城堡灯从上到下都是蓝色的，底部
有一圈紫色，灯光一闪一闪的，真是漂亮极
了。城堡门口住着米奇、米妮和唐老鸭。看完
了城堡灯，我们又去看荷花灯。荷花灯是粉红
色的，旁边有一只金色的青蛙灯在吐元宝
呢！

大运河里的水面上有花灯的影子，五颜
六色的，好像彩虹落到了水里，又像是一条彩
带。看花灯的人可真多啊，他们有的看花灯，
有的拍照片，还有的在聊天。我对妈妈说：“手
机拍拍拍，朋友圈发发发！”

花灯可真有趣啊，我真想把它们都搬回
家，可是花灯实在太大了，所以我拍了许多照
片作纪念。 （指导老师：施华平）

有趣的运动会
蒋墅中心小学五（2）班孙伟豪

在星期四的上午，我们迎来了一年一度

的秋季田径运动会。
这是一个充满丝丝凉意的早晨，知道今

天开运动会，同学们个个都来得特别早。在结
束了早读后，我们兴奋地把杯子里倒满了水，
拿上板凳，迫不及待地来到操场上的规定区域
坐下，等待比赛的开始。而运动员更是满脸自
信，精神抖擞地在点录处做着热身运动。

比赛终于开始了，在阵阵掌声和运动员
进行曲中，一年级的小运动员上场了。首先比
的是60米，这可是考验速度与爆发力的项
目。只见他们摩拳擦掌，个个跃跃欲试，好像
一头头快要挣脱铁链的猛兽。很快裁判打枪
了，可前面几枪都是哑弹，可能是因为子弹长
期不用有点受潮了，这下引得同学们哈哈大
笑，给紧张的比赛增添了几分趣味。好不容易
枪打响了，运动员撒腿就跑，顿时气氛变得紧
张起来。一年级的小朋友和前来观战的幼儿
园小朋友都在不停地为他们加油，为他们助
威。加油声、呐喊声，一阵高过一阵……

很快，就到了五年级的比赛，我们班的运
动健将们不负众望，以绝对的优势，斩获多个
项目的第一名。特别是接力赛，4名运动员用
惊人的速度和完美的配合打败了五年级的其
他2个班，成功获得了接力赛的第一名。最
终，我们班以总分97分的好成绩获得年级团
体优胜奖。

这次运动会充分展现了我们五2班运动
员的实力，我要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顽强拼
搏的精神，学习他们永不放弃的毅力，学习他
们为班争光的集体荣誉感。

（指导老师：贺卫芬）

我们眼中的丹阳
实验小学六（7）班虞越

“蓝天是白云的家，树林是小鸟的家
……”每当念起这首儿歌的时候，我总会
想起我的家乡——丹阳。

我的家乡是一座独具魅力的城市，她
有着3000多年历史，是春秋吴文化的发祥
地，丹凤朝阳是她的别称。她位于长江
三角洲、上海经济圈走廊，属于经济繁华
地带，连续三年荣获中国百强县前二十
名，眼镜之都、灯具世界、皮鞋之乡、钻头
王国、木业航母……誉享天下。

这儿高楼耸立，道路宽阔，川流不息
的汽车，纵横交错的马路述说着它的繁
华；这儿四季葱茏，风景如画，季子庙、天
地石刻园、万善公园声名远播，是人们打
卡景点；这里的人们勤劳而智慧，一代代
人为家乡的建设而努力着……

昔日，这里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小县
城。我们一家人见证了她的成长。

妈妈是城里长大的，她说在她眼里，
变化最大的要属房子了。她小时候，家家
住的都是低矮的小平房，小小的房子里通
常都挤满一大家子人，屋里的墙皮时常一
块一块地往下掉。地面上是粗糙的青石
地，每到阴天下雨，屋里都会变得非常潮
湿，让人难以忍受。她说：“那个时候，物
质十分匮乏，买什么都要凭票，什么粮票
啦、肉票啦，就连买电视机也要凭票的，买
的还是那种黑白电视。”我惊讶地说道：

“天哪，无法想象，还要凭票？现在我们都
是用支付宝、微信，买东西都不要出门了，
什么淘宝啦、美团，商品应有尽有。”妈妈
笑道：“是啊，现在日子好起来了，我们每
家都住进了舒适明亮的楼房，家家都有几
台电视机、电冰箱、空调了，还有扫地机器
人了。”

爸爸是乡下长大的，在他眼里，变化

最大的是路了。他说他很小的时候，走的
是土路，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不堪，交
通也不方便，到哪里都要走着去，往往去
镇里买个东西都要走上半天才到。等他
小学快毕业的时候，就变成了石子路，他
也拥有了第一辆自行车，可以骑车去上
学，但是石子路凹凸不平，骑车经常摔跟
头。爸爸指着膝盖上的一块疤说道：“这
就是以前摔的。”爸爸接着回忆道：“后来，
发展可快了，等我上班的时候，很多人家
都有了摩托车，马路也变得又宽又平，还
有了高速公路、立交桥。”我骄傲地补充
道：“现在几乎每家都有汽车了，交通也很
发达的，我都出国旅游很多次了。”爸爸笑
了起来：“是的，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交
通工具也变多了，不仅有汽车、电瓶车，还
有共享单车、共享汽车了。”

短短的几十年时光，我们丹阳就有这
么美丽、这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她就像我
们祖国变化的一个缩影，我相信再过几
年、十几年，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家乡又会
以她新的面貌展现在大家面前。在这里
我想骄傲地说：“我爱我的祖国——中国，
也爱我的家乡——丹阳，我要好好学习，
用自己的所学来创造祖国未来的辉煌！”

（指导教师：范小林）

包饺子
云阳学校四（7）班 周欣妍

除夕那天，家家户户都要吃馄饨和饺子
来辞旧迎新，表达对新一年的美好祝愿。虽然
我身处南方，但我对饺子情有独钟，所以每年
我都会叫妈妈给我包饺子，而且今年我决定和
妈妈一起包饺子。

我先将水和面粉混合在一起，使劲揉搓，
最后揉成一个面团，妈妈告诉我这叫和面。放
在一个大的玻璃碗里盖上保鲜膜，放置一边，
妈妈告诉我这叫醒面。之后准备饺子馅，我们
商量了一下，最后准备包白菜猪肉馅，妈妈告
诉我这猪肉一定要用五花肉，因为五花肉肥瘦
相间，生姜剁成细末可以去腥，加上料酒、盐、
白糖、鸡精、葱花、生抽，白菜洗净沥干水分，切
成细末，用盐杀一下水份挤干，裹上少许色拉
油，防止它再次出水，和肉馅混到一起，搅拌均
匀，美味的白菜猪肉馅就制作完成了。30分
钟过去了，面团也“睡醒”了，妈妈把它揉搓成
又长又细的条状，再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用手
掌压成圆饼状，再用擀面杖擀成薄薄的圆圆的
面皮。我一手拿着面皮，一手夹着饺子馅放在
面皮中央，开始捏饺子皮了，但是饺子馅就像
一个顽皮的孩子，我捏了左边它从右边出来，
我捏了右边它又从左边出来，这可让我为难
了。我请教了妈妈问题出在哪里呢？哦，原来
是我馅放多了鼓出来了，我去掉一点馅，左手
捏左边，右手捏右边，使劲一挤，一个“小元宝”
出来了。妈妈直夸我能干，我信心倍增，一连
包了好多好多个。

看着这一排排整齐又漂亮的饺子，我明
白了一个道理，万事开头难，只要好好努力就
有成就。（指导老师：周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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