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当读到苏轼的“明月

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我就会

想到去年中秋节和妈妈一起

做月饼的情景。

记得午饭后，妈妈喊我去帮

她做月饼。我开心得一蹦三尺

高，真想不到，妈妈还有这手艺。

更重要的是，我可以跟妈妈学做

月饼。

首先，我把面揉成一团，压平，

然后把馅放上去，放进模具就行

了。妈妈一边示范，一边不停地在

旁边提醒：“注意不要放太多也不

要放太少，大约两勺多一点。再

把没有馅的地方弄上馅，用模具

压一下就好了。”我按照妈妈说

的开始做了，我第一次做的馅儿

太多了，第二次包的馅儿又少

了，真是说着容易做着难啊！

第三次，我终于做好了一个

满意的月饼，妈妈看后说

这个月饼做得还不错，

下次包得更结实一些

就更好了。我点了

点头，得到妈

妈 的 鼓

励

，我的月饼做得越来越好，

半个小时我和妈妈一起做了

20个月饼。妈妈把月饼放进

烤箱，半个小时后，香味扑鼻而

来，妈妈把月饼拿出来了，形状

也特别漂亮，我兴奋得手舞足蹈。

晚上，妈妈把饭菜都做好了，

桌子上也摆上了月饼。那可是我

第一次亲手做的月饼呀！我迫不

及待地拿起月饼咬了一口，真香

啊！看手中月饼，望天上月圆，我

想起了一句诗：“小时不识月，呼作

白玉盘”。

真是个难忘的中秋节！

（点评：小作者叙述了中秋

节做月饼、吃月饼时的心情，字

里行间流露出真实的情感。

指导老师 杨金金）

亲子做月饼
四（四）班 刘艺聪

4版 佳作欣赏 ·小记者
本版编辑本版编辑 丁丁 娥娥 电子邮箱电子邮箱：：nybycmxjz@nybycmxjz@163163.com.com■■20192019年年55月月2323日 星期四日 星期四

本版特约编辑
李晓，市第十四小学教师，从教

以来，工作认真负责，兢兢业业，深受

学校领导和家长好评。她性格开朗，

同事、学生都形成了良好融洽的人际

关系，具有很强的团队意识。

平时她喜欢看书，从书中去体会

人间百态，苦辣酸甜。她相信，读书

的积累，就是从蛹到蝶的蜕变过程，

最终终将有华丽的转身！

她的教育格言：用爱去呵护每一

棵幼苗，用严去扶植每一棵小树。

我的家乡南阳是月季之乡，

每到五月便满城飘香，处处都可

以看到月季花那迷人的身姿。

假期，我们全家到月季大观

园去玩。路上人来车往，路被堵

得水泄不通，爸爸只好把车停在

路边，决定步行过去。我们虽然

离大观园还有五六里路，路边盛

开的月季花，飘来阵阵花香，树枝

间飞舞的小鸟，仿佛呼唤着我们：

“欢迎来到月季园。”我们随着人

流终于来到了月季园。

进入园中，映入眼帘的便是

那一片片花的海洋。红的似火，

粉的似霞，黄的似金，白的似雪，

五颜六色的月季花，铺展成一幅

幅五彩缤纷的锦缎。蜜蜂在花丛

中忙着采蜜，一会儿飞到这朵花

上，一会儿又飞到那朵花上。蝴

蝶在花丛中飞舞，好像是在和花

儿比美。好多穿着汉服的人都来

到花丛中拍照。我拉着妈妈说：

“妈妈，我们也去拍照吧，让相机

记录下了我们快乐的时刻。

园中有人工湖蜿蜒曲折横贯

整个园子，河水异常清澈，清凌凌

的河水，在微风吹拂下漾起一道

道波纹，在阳光的照耀下波光粼

粼，似乎是撒满了星星的天河。

而更让人惊奇的是，河底竟然铺

满了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鹅卵

石。于是，我蹲在河边聚精会神

地欣赏起来，这些鹅卵石形状奇

特，有圆溜溜的像个玉球，有扁扁

的像个鸭蛋，有鼓鼓的像眼球，还

有一个石头上带着花纹，竟然像

是木星，还有一个石头很是稀奇

还镶着几条金边。我特意找了几

块堆放在一起，突然听见“扑通”

一声，几滴水珠落在我的脸上，我

直起身子，看见哥哥正拿着石子

打水漂。哥哥侧起身子，稍微倾

斜，半眯着一只眼，抡起右手，再

把手往前一送，石子从手中飞出

去，在水面上弹跳着，带着水花飞

向河中心，我觉得好玩极了！也

跟着哥哥打起了水漂，我们的笑

声回荡在清清的河面上。

这个劳动节我过得最快乐

了，因为我不仅欣赏到了美丽月

季，更是感受到了家乡的巨大变

化，祝愿家乡能像月季花一样美

誉全球，香飘世界。

（点评：文章语言清新活泼，

观察细致入微，能抓住月季大观

园的特征，从字里行间里流露出

了节日的快乐之情。指导老师

李兵）

月季大观园
五（一）班 李金哲

五一假期，我报名参加了小

记者“亮剑云露山”两天一夜的活

动。

第一天，我们吃过早饭就乘

坐大巴车出发了，快中午的时候

才到达目的地。教官先给我们分

了宿舍，住宿条件挺好，住的是山

里的宾馆，三个人一个间房。吃

过午饭，下午我们举行了好几个

活动：山间小溪捉鱼蟹、齐心协力

搭帐篷、亲手绘画七彩石，活动内

容样样有趣，丰富多彩。

第二天上午，我们开始登山

了。云露山山势比较险峻，山路

不太好走，我们一路走走停停，欣

赏着山中的美景。满山的树林，

郁郁葱葱，赏心悦目；清新的空

气，让人感到舒服极了；还有不远

处的小溪和房子，真是“小桥流水

人家”啊！我们走呀走，终于，到

达了第一个目的地“娃娃鱼观赏

区”。水池中几条娃娃鱼全身乌

黑发亮，叫声就好像婴儿的啼哭

声。它们的个头也大小不一，大

的有一米多长，小的只有十几厘

米。观赏完娃娃鱼，我们继续前

进，我们到达了山顶的“药王

庙”。孙思邈曾经在云露山采集

中草药，并且免费给人们治病，附

近的山民为感激孙思邈而修建

的，并且尊称他为“药王”。这种

崇高的奉献精神也正是我们需要

学习的。

下午我们就返程了。在这次

活动中，我不但感受到许多的乐

趣，还收获了不少知识。我爱你，

美丽的云露山！

（点评：习作语言生动，叙事

完整，层次清楚，重点描写云露山

优美的景色，写出了在这次活动

中收获，抒发了自己快乐的心

情。指导老师 张博）

亮剑云露山
三（六）班 王是钦

今天是“三八”妇女节，我想送

妈妈一份礼物，让她过一个快乐的

节日。

中午，我回到家，发现桌子上

已经摆上了香喷喷的饭菜，但就

是不见妈妈。我正纳闷时，听到

一阵洗衣服的声音，走近一看，

原来是妈妈在洗衣服。我说：

“妈妈，您去吃饭，我来洗。“你行

吗？”妈妈笑着问。“行！”我挺起

胸脯自信地说。妈妈半信半疑

地吃饭去了。我挽起袖子，拿出

一件衣服，先用水浸泡，然后抹

上肥皂，再用力搓。搓呀搓，我

的手都搓红了，但衣服上还有一

点儿污渍没洗干净。于是我用

刷子刷，终于刷掉了。最后用清

水把衣服冲洗干净。妈妈不放

心，走过来，看着我卖力的样子，

她笑了，笑得那样开心。晚上，

我又抢着帮妈妈刷碗，我把刷好

的碗筷，摆放得整整齐齐。妈妈

看了，微笑着说：“原来这就是航

航送给我的节日‘礼物’啊！”

我今天虽然很累，但我很高

兴。我已经长大了，我会多帮妈妈

干些家务活儿。

（点评：小作者通过两件事表

达了自己对妈妈的感恩之情，洗衣

服这件事写得比较具体，文章详略

得当，字里行间流露出你对妈妈的

爱。指导老师 朱凤琴）

礼物
三（五）班 阚航舵

五一假期，我们小记者去南

阳武侯祠参观。集合后，教官和

小记者中心的老师，带着我们有

序的进武侯祠。首先来到大殿，

讲解员阿姨给我们讲解了武侯祠

的历史文化，我还了解了武侯祠

的三宝。讲解员阿姨和我们一起

诵读《出师表》。每个城市都有属

于自己的历史，南阳武侯祠有

1800多年的历史，是三国时期著

名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十年躬

耕隐居地，是历代祭祀诸葛亮的

地方，也是汉昭烈皇帝刘备“三顾

茅庐”处，历史上著名的“三分天

下”和“草庐对策”发源地。团队

活动结束后，我和奶奶还一起参

观了八卦阵，走了迷宫。这个节

日我过得特别快乐。

（点评：语言清新简练，富有

真情实感。指导老师 张 羽）

参观武侯祠
二（七）班 苏莉芫

五一假期，爸爸妈妈和我一

起去西安游玩。我们行驶在高

速上，道路两旁绿树成荫，花儿

在微风中翩翩起舞，鸟儿欢快的

歌唱，我们也情不自禁地唱起了

歌……

不知不觉我们就到达了西

安。我们首先来到了——世界

八大奇迹之一举世闻名的秦始

皇陵兵马俑。秦始皇陵里的兵

马俑共分为一、二、三号坑。坑

里，一眼望去兵马俑威风凛凛、

气势豪迈，令人震撼！他们有的

喜笑颜开、有的愁眉不展，形态

各异、栩栩如生，看着看着，我不

由得想起了王立群老师讲那“千

古一帝”的雄才大略，我仿佛穿

越了。看着看着，我的耳边好像

传来了战鼓和厮杀的声音……

接着我们来到了大唐芙蓉

园。它是中国第一个全方位展

示盛唐风貌的大型皇家园林主

题公园。在这里我成为了爸爸

妈妈的小导游，给他们介绍唐朝

的历史，带着他们穿越了唐朝文

化的每一个角落。

快乐的时光总是悄无声息

的从身边溜走，我们恋恋不舍地

离开西安这个美丽的“古都”！

快乐的节日，愉快的旅程，令我

难忘！我爱这多姿多彩的“五

一”劳动节！

（点评：文章读来不仅令人

精神振奋、情绪激昂，而且又能

从中感受到更深的文化，同时

又紧扣“快乐”这个主题，可谓

一气呵成、浑然天成。指导老

师 梁欣欣）

西安之旅
四（七）班 陈科儒

刚放假，我早早做完作业，

外公外婆特意来陪我们一起开

启“五一”快乐假期模式。

第一天，我们去了月季大观

园。大观园内人山人海，花儿们

都争先恐后，鲜艳夺目地开着，

有的像一簇簇五彩缤纷的气球，

有的像一个个准备下凡的仙女，

美丽极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来到武

侯祠。“臣本布衣，躬耕于南

阳……”在齐声诵读《出师表》的

铿锵声中，感受了诸葛孔明忠贞

爱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家

国情怀。在《诫子书》中学习诸

葛亮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

以致远的智慧……

第三天，阳光明媚，我参加

了小记者做披萨的活动。我们

在门口排队集合，活动很快就

开始了。我便迅速套上鞋套，

穿上衣服、围裙，洗手。一切准

备 就 绪 ，我 快 速 找 到 位 置 坐

下。阿姨给我们详细地讲解了

制作披萨的步骤，我照着阿姨

的样子认真地做了起来。先用

擀面杖把面团擀成圆形，然后

用竹签把面上扎几个小孔，这

样更透气，接着再刷上番茄酱；

然后放上牛肉粒、洋葱、芝士

粒；最后糕点师帮我们放入烤

箱，一个披萨就大功告成啦！

小记者中心的老师，还给我们

讲了一节生动的作文课。很快

披萨烤好了，当我拿到香喷喷

的披萨时，忍不住想咬上一口，

一定要带回家和家人一起分享，

还可以教妈妈做披萨！

第四天，我们去了白河。漫

步河边，我们悠闲地欣赏着风

景，玩着诗词的飞花令。金灿灿

的沙滩上，我们挥洒着汗水挖着

地道，在沙滩上尽情地蹦跳。

阵阵欢声笑语中，快乐的五

一假期结束了，这个节日我收获

了很多很多……

（点评：题材新颖，语言富

有童真童趣，字里行间流露着

假期的充实与快乐。指导老

师 张羽）

快乐假期
二（七）班 马名鸿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是我

们孩子的节日。早上，金色的阳

光洒满大地，校园里的月季显得

格外美丽，一棵棵树木也显得格

外英姿挺拔。同学们穿着新衣

服，怀着愉快的心情来到学校。

看，学校的教学楼和综合楼上早

已挂满了一个个风车和彩带，在

微风的吹拂下，风车轻轻摆动起

来，仿佛在说：“小朋友们，节日

快乐！”

为了度过有意义的“六一”

儿童节，学校全体师生组织了一

场精彩的联欢会。首先，开场歌

曲是《同在蓝天下》，同学们都穿

着漂亮的纱裙，自信地唱了起

来，伴着同学们的掌声，我们唱

得更加响亮。接着是相声表演，

两位小演员绘声绘色的表演，台

上、台下互动环节，将现场气氛

瞬间达到了高潮。精彩的节目

一个接一个，紧接着是二年级的

《戏曲联唱》。他们用自己熟练

的唱腔，柔美的身段，让人不禁

感叹我们国粹的独特魅力！瞧，

高年级的千人葫芦丝表演，惊艳

全场。最激动人心的表演要数

街舞了，同学们在欢快的音乐带

动下一起舞动，跳出了我们的活

力和自信！

快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

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六一”活动

结束了。在这个快乐的节日里，

我收获了喜悦，在未来的路上，

我们会更加努力，更加自信，去

迎接人生的每一个挑战。

（点评：文章语言朴实

流畅，内容生动具体，文章

充满童心童趣。读来倍感

亲切。指导老师 王建霞）

六一儿童节
三（一）班 孙飞雪儿

世界月季洲际大会在南阳召

开。5月 1日南阳世界月季大观

园第一次对游客开放，而且我们

南阳游客可以免费游玩一个月。

妈妈早就说过要带我们去月季园

了，所以我很期待。

午饭后，我们一家人就乘车

出发了。果真是人山人海，我们

就随着人流入园了。

入园后，园子很大，园中央有

一个大湖，我第一眼便看到了湖

中央那个由几片月季花瓣交叠组

成的月季状大舞台。桃粉色的花

瓣，远远望去，就像一个巨大的月

季花飘落在湖面上。我们沿着湖

周围的道路观赏两旁的月季，花

的颜色真多，有红的、白的、粉的、

黄的，还有双色相间的月季花，在

太阳的照耀下是那么的娇艳和美

丽！月季花的周围还种着一些奇

花异草，花花绿绿的，一幅春意盎

然的景象。我立刻拿起手机对着

一些花朵拍来拍去，拍了好一会

儿。参观了月季花园，又参观了

盆景园，我还把那些得过金牌盆

景树木拍了一些，留作纪念。月

季园真美呀！

逛了一会，我有点累了，我们

来到休息区休息休息。看到了一

架一架的飞机，在天空中飞过，飞

得很低。在不久的将来，这里将

会是南阳最繁华的地方。

忽然，看到一尊白色石像，被

鲜花丛包围着，石像上面写着月

季仙子。另外在月季园中，到处

都能看到月季精灵—宛宛，它那

么调皮可爱，让人喜爱！参观月

季园虽然很累，但我们却很开心。

（点评：文章语句流畅，描述

了自己游玩“世界月季园”的过

程，表达了对月季园的喜爱之

情。指导老师 郭富清）

盛大节日
四（六）班 张琳珠

端午节快到了，我又想起了

去年那个快乐的端午节。

端午节的早上，奶奶为我准

备了许多美味的粽子，有红豆粽、

猪肉粽、八宝粽和红枣粽。我最

喜欢的是奶奶包的红枣粽，咬上

一口，满嘴都是甜蜜蜜的。

妈妈会为我准备漂亮的五彩

线。手腕上、脚脖上都系上了五

色线，脖子上挂起小香包，我感觉

自己好漂亮啊。

爸爸会带我在沙发上看电

视。电视上正在赛龙舟，我最喜

欢那个粉色的龙舟了。我一直在

向他们喊：加油！加油！他们划

到了第一名，真是好厉害呀！

爷爷会在家门口插上艾草。

我数了数，一共有九根。爷爷说

这些艾草是用来驱赶蚊虫的。

吃过饭，朋友们会在楼下等

我一起玩。我们比谁的五彩线更

漂亮。我们一起玩划龙舟的游

戏。这可不是真的划龙舟，是我

们用纸箱子做的龙舟。我们在箱

子的前面画了龙头，站在箱子中

间，拉起箱子的两边，用力往前跳

到对面。我们欢乐的笑声传遍整

个广场！

这个端午节让我有了非常快

乐的回忆，我多么希望再度过一

个更加快乐的端午节啊。

（点评：小作者以独特的视

角 写 出 自 己 在 端 午 节 中 的 感

想。语言活泼、流畅，一个可爱

的儿童形象跃然纸上。指导老

师 江鸣鸣）

端午节
一（六）班 王嘉楠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节日，

令我难忘的是那个中秋节。

记得那天，天还没有黑，我们

就忙碌起来了。爸爸妈妈开始做

饭，我准备月饼，爷爷奶奶在教妹

妹剪月亮……

吃完饭后，我们一家就拿上

准备好的月饼去赏月了。我们坐

在园子里观看月亮，月亮像一个

调皮的小精灵，一会爬上树梢，一

会露出半张脸，真调皮。渐渐的

月亮露出了整张脸，好漂亮呀！

月亮把光洒

向大地，就

像 点 亮

了 一 盏

明灯。月亮向我们笑着，好像在

祝福我们一家永远幸福呢！

咦，月亮上怎么有一些黑影

呢？看着这些黑影，我仿佛看到

了嫦娥在月亮上跳舞，可爱的玉

兔正在捣药。如果我长大当上航

天员，我就可以到月亮上去看看，

到底有没有嫦娥和玉兔。

啊，十五的月亮真圆啊！是

那么亮，愿我们一家能永远幸福

地生活在一起！

（点评：文章能紧扣题目，段

落清晰，过渡自然。对月亮的描

写运用了拟人手法，从中可以看

出你是一个有理想，懂事的好孩

子。指导老师 李晓梅）

中秋节
四（五）班 王怡辰

这个五一假期，我非常开心。

假期的前一天，在郑州的姑

姑给我们打电话，说是五一节的

第二天要带我们去她的别墅玩。

我可高兴了，这可是我第一次去

我姑姑的别墅呢！

一大早，我们便坐上车前往

郑州，去了姑家的别墅。一进别

墅，我就躺在沙发上，懒洋洋的。

我打开家庭影院，看了起来。不

一会儿，表哥回来了，我赶忙迎上

去，那天晚上，我和他睡在一个房

间。

这个别墅分四层。第一层打

开，有一个门，下去就是停车场，

是我爷爷奶奶住的；第二层是妈

妈和妹妹住的；第三层是我和表

哥住的；第四层有一个阳光房和

一个卧室，是姑姑和表妹住的。

我们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觉，第二

天我们去足球小镇玩。在那儿，

我们吃了许多好吃的，也玩得很

开心！

妈妈、妹妹和我，去了动物

园，去看食蚁兽、大象、斑马、狮

子、猴子等好多动物。我们还去

逛了逛超市，坐坐地铁。我非常

喜欢郑州，更喜欢和表哥们在一

起玩。

这就是我度过的一个有趣而

充实的假期！

（点评：本文按一定顺序叙述

了自己五一小长假旅游的过程，

内容真实。指导老师 李会春）

好开心
五（六）班 徐启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