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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小相册里，有一张特殊的照片，蔚蓝
色的大海边，一个九岁的小男孩儿正光着上身，
穿着泳裤，撅着小嘴巴对着手吹气，眼角边还悬
着几颗晶莹的泪珠呢！这个人就是我。

今年刚放暑假，我就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到
海边玩。在海边戏水玩耍的过程中，我发现许
多小朋友正在兴致勃勃地捉螃蟹：有的蹲在石
缝、石窟窿面前，用一根小树枝拨弄着；有的蹲
在沙滩上挖洞；还有的低头俯身在海边搜寻
……看着他们那兴奋的样子，我充满了好奇
心，螃蟹会躲在哪里呢？怎么才能捉住螃蟹？

我和爸爸便拿来桶和铲子，加入了这个繁忙的
捉蟹队。我正在勘探地形，试图寻找到螃蟹最
可能出现的地方，忽然听见爸爸兴奋地大喊
着：“儿子，快来这儿！”我急忙跑过去，爸爸便
用力推开那块笨重的大石头，一下子，许多的
螃蟹四散逃跑，有的才出生，小如黄豆；有的大
如核桃。看着这么多的螃蟹，我欣喜若狂，便
迫不及待地伸手去抓，我瞄准一只最大的，用
手逮住螃蟹背壳的两端，把它捉了上来。谁知
这家伙张开它那红红的大钳子，紧紧地夹住我
的手不放，我疼得跳了起来，用力地甩，可怎么

也挣脱不了它的魔爪，反而被它越夹越紧。我
惊慌失措，慌乱中用力一甩，那家伙便啪的一
声，摔在了地上。可我的手却疼得要命，我赶
紧把手放在嘴旁使劲地吹气，眼泪直往下掉。
正在这时，耳边突然传来咔嚓一声响，我那狼
狈的样子瞬间被拍了下来。

多么珍贵的一张照片啊！它真实地记录了
我有趣而又难忘的童年生活。现在一看见这张
照片，我就会忍不住笑出声来，原来做什么事情
都是要讲究方法的，心急可吃不了热豆腐啊！

一张珍贵的照片
乐山市县街小学三年级2班 魏斯图 指导老师 唐琼辉

“哇噢，太棒了！”“你明
天打算干啥？”“能带吃的玩
的不？”……一下课，班里就
变成了“农贸市场”，热闹非
凡，因为大家都在议论明天
要去劳动基地的事情。天气
预报明日是个大晴天，如此
宜人的天气，谁不想去呢？

第二天，同学们都带了
好吃的、好玩的，大家好像就
没把去劳动基地当回事。这
时，我们敬爱的宋老师来了，
她让我们去外面排队，我们
立马停下手中的游戏，那气
势、那魅力……很快，我们便
上了大巴车。

到达目的地后，我们陆
陆续续下了车，烈日当头，我
们一个个都热得不行，眼睛
都睁不开。还是熟悉的那棵
大树，熟悉的教室和棚子，还
有那熟悉的田地。上课了，
今天老师教的是花草栽培。
先找到个好位置，往培育盆
里装上三分之二的土壤，再
放入几粒吸了水又杀了菌的
花种子，盖上剩下的土壤，端
到巨大的塑料棚里，浇上几
大盆水就好了。

接下来，我们要干啥？
其中一部分人要种地，他们
来到了要种百香果的地方，
另一部分人负责做饭。我被
分到了种地的那一组。我们
首先要学习怎么种：先拿锄
头，在白色的圈里挖一个直
径六七尺的大坑；再把浮土
挖进坑里，把刚挖出来的土
给推回去，堆成一个“岛”；接
着把百香果苗放在“岛”中
央，并裹上像奥利奥一样的
活性炭，最后在“岛”的一圈
挖上沟壑就好了。我干得可
带劲儿了，连宋老师都夸我
干得好，还送了我一株苗，真
是太好了！

之后，我们到田里除草、
除老菜，给田地来了个大翻
新。就这样一天很快就过去
了，真是累呀，这不正是“锄
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真
人版吗？期待下一次的活
动！

我劳动 我光荣
乐师附小五年级7班 刘奕熙

指导教师宋杨 “啊！我的钢笔忘带了！”在校园里，常常会响
起这种声音。所以，我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种多
功能文具盒。

从外观来看，多功能文具盒的颜色是多变的，
只要你碰一下，它就变色。如果你不想让它变色，
只要长按一下，颜色就会锁定。如果要关闭锁定，
只需再长按一下就行了。同时，多功能文具盒使
用纳米布料，不仅好清洗，摸起来还很暖和。

“叮铃铃……”一天早上，你“万事俱备”，正要
出门，突然想到，文具盒没带！遇到这种情况，你
都会垂头丧气又无可奈何地回到书房，边收拾，边
看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但如果你之前已经用过
多功能文具盒，它就会自动记忆上次用过的文具，
只要一按自动收纳键，它就会把你上次用过的文
具“吸”到文具盒里。这样，你就可以开开心心、安
安稳稳地去上课啦！

当你在学校开始写老师布置的作文时，常常
写一会儿笔就没墨了，“更致命”的是你没带墨
囊！以前，遇到这种情况，你不是去找同桌借一支
笔或墨囊，就是拿一支铅笔接着写。如果有人问
你，就不能再想想别的办法时，你可能会回答：“还
能怎样？总不能坐着玩吧！”但是，如果拥有了多
功能文具盒，它就会把没墨的笔吸到钢笔打墨区，
只要一秒——哈，墨又满了！

多功能文具盒还很环保。如果你的铅笔粗
了，按下削笔键，就会弹出一个无声自动削笔刀。
这种削笔刀，不仅可以充电，还能用太阳能呢！这
时，你可能会问：“那铅笔渣如何处理呢？”别担心，
削笔刀下有一张特别的网，它会把石墨和木头分
开，然后，经过处理，一支全新的铅笔就出现了！

这样棒的多功能文具盒，你也想要拥有一个吗？

多功能文具盒
乐山市实验小学四年级7班 杨定持

从小，我就看着外婆做煎饼。后来，外婆去
世，妈妈有空也做煎饼给我吃。

因为喜欢吃煎饼，而妈妈上班忙，我就尝试
着自己做煎饼。第一次做煎饼的时候，因为打
不开油瓶，没放油，煎饼都粘锅了，我还是用力
抠下来，吃得可香可香了。

后来，在妈妈的指导下，我才知道做煎饼，
打面糊要分两次加水：先把鸡蛋和盐加面粉里，
第一次少加点水，搅拌均匀，当提起来成坨状且
没疙瘩时，就可以加第二次水了。第二次加水
后，搅拌稀释至糊状即可，这样做出来的煎饼要
松软些。我第一次做的时候，只加了一次水，所
以煎饼吃起来很硬。

等面粉糊打好后，把平底锅架锅上，开火，等
锅热了，然后倒油。倒油是防止面糊粘锅。油不
能倒太多也不能太少，倒太多，面糊摊开的时候容
易形成坨状，且做出来的煎饼口感会油腻；油倒太
少，煎饼则容易粘锅。因此，倒油时确保锅底覆上
薄薄一层油即可。等油烧开，用勺子舀面粉糊进
去，然后迅速用铲子或提起锅倾斜着摊开，面粉摊
开后，煎至表面看不到白色的生粉糊时，将饼子翻
个个儿，煎至表面鼓泡就可以出锅了。

煎出来的煎饼可以直接吃，也可以像卷春卷
一样，卷着喜欢的菜吃。另外，面粉糊里，除了可
以加葱花外，还可以加菠菜泥、胡萝卜泥等蔬菜，
这样就可以做出绿色、红色等色彩鲜艳的煎饼了。

在陕西，没有主食和非主食之分，煎饼一般
配蔬菜和稀饭来吃。这就是我和妈妈的晚餐，
简单，又有营养。

做煎饼
乐山市通江小学二年级4班 熊昊



























































 




















 

今天，我和爸爸一起到水果店里买了一个又
大、又重、又圆的柚子。

柚子是椭圆形的，几乎和西瓜一样大。外皮黄
黄的，像一个巨形的蛋黄，外皮上有一些小小的点，
好像鸡皮疙瘩。柚子闻起来是酸中带苦。一共有
六斤呢。摸起来比较光滑，像摸橘子一样。

开始剥皮了。先把柚子的“头发”剃掉，接着往
“身体”上划几刀，然后把手伸到皮里，用力一拉，一
个柚子就成功脱掉了“外衣”，再把柚子的“毛衣”

“秋衣”都脱掉，一个柚子才算剥好。柚子的果肉晶
莹剔透的，好像一粒粒透明的大米。吃起来酸酸甜
甜的。柚子除了口感好，还有很大的作用呢，柚子
皮可以驱蚊，防晕车等，真可谓全身是宝呢。

我自己剥完柚子后才知道，没有什么是不劳而
获的。

剥柚子
乐山市柏杨小学三年级七班 徐艺菲

指导老师韩丽霞

























云朵错过了辽阔的天空，
下雨，万物才得以滋润。

星星错过明亮的白昼，
夜晚，行人才不会迷失方向。

梅花错过了温暖的春天，
冬天，雪才不会寂寞。

莲花错过了肥沃的大地，
夏天，才能开出圣洁的花朵。

旅行家树错过了舒适的泥土，
沙漠里，人们才不会口渴。

错过的确是遗憾，
造就的却是另一种美好。

错过也是一种美好
乐山市柏杨小学五年级2班李慕瑶

指导教师 曾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