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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的一天!妈妈带我去钓

鱼"

钓鱼的人很多 ! 妈妈

说#$我们进行钓鲫鱼

比赛% &紧张而

又快乐

的比赛开始了! 我们拿好鱼竿'装

上鱼饵'甩下鱼钩!等着鱼儿上钩"

鲫鱼非常机灵!总是偷偷地把鱼饵

吃光!快快地溜走" 刚开始的一段

时间!我们不停地往吃光的鱼钩上

放鱼饵!甚至有一次 !我眼明手快

地去拉鱼竿!鲫鱼还是跑掉了" 我

又一次甩钩! 心里默默地念叨!希

望可以钓上一条大鱼" 我目不转睛

地看着浮子 ! 像个侦察兵一样细

心'耐心" 啊( 浮子下沉了!我立刻

抬起鱼竿!钓上来一条活蹦乱跳的

大鲫鱼%

此刻! 妈妈一条也没钓上来!

一比零% 又过了一会儿!妈妈猛一

抬鱼竿!本来钓上来了 !可是钩烂

了鱼嘴!鱼刚露出水面又$扑通&一

声落进水里!转眼就不见了踪影%

我不

停地祈祷着 !让

我再钓一条鱼吧%但是

浮子一点也不听话! 总是

在那儿一动不动!看着浮子一

直无声无息!我想!难道是鱼饵

被鱼吃了) 没想到!一抬鱼竿!又

钓上来一条大鲫鱼!真是瞎猫碰上

死耗子呀( 二比零!我赢了%

那天的钓鱼比赛真有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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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草原!我便联想到那宛如翡翠宝石般的草地'显得高贵又

不失自然气氛的蒙古包'一望无际的天空上悠悠地飘着几朵白云!

一切都那么安静'祥和'自由%

怀着对草原的向往!这个暑假!我和家人来到了充满魅力的若

尔盖大草原% 一下车!我便看见了真实的大草原!草地的颜色不是

那种耀眼的翠绿!而是更给人亲切感的青绿色%

在这里!我看到了不同于书中所写的$大草原由绿色和蓝色组

成&的%草地上的小草并不是孤单的!它们身旁有着各种花朵%有一

种花给我印象最深!茎成红色!而开出的花却是洁白的颜色!呈现

出一种特殊的气质%大草原上自然少不了牛羊%这里的牦牛安逸地

漫步着!如此悠闲!让我都有点羡慕它们% 草原上的羊群特别让人

喜欢!我飞奔着朝羊群跑去!一靠近羊群!羊群却往前跑了!我累得

气喘吁吁!突然!我看见一只母羊和一只小羊羔落下了队!我便悄

悄地朝它们靠近% 母羊察觉到我在向它们靠近! 便走到小羊羔后

面!用头顶着小羊羔走!我感受到了草原上的母爱%我突然意识到!

草原上的生物是自由的!我是在冒犯它们自由的权利!我便不再追

赶羊群!远远地看着羊群的背影!依然很美%

草原是自然的!没有拘束*草原是自由的!满满的都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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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68

日!我和妈妈随团到江苏宿迁市的水上乐园+++欢乐

岛游玩%

我们一进门! 一个摩天轮就映入眼帘! 这个摩天轮高
!6629

米!世界排名第四% 当摩天轮上至最高点时!如同登上
19

层的高

楼%

接着!我们又往前走了几步!便瞧见了天下第一鼎和碧水湖

畔%天下第一鼎高大无比!要仰起头来才能看见它的顶端%碧水湖

畔的水清澈见底!和旁边的花草树木融为一体!形成了一幅美丽

的画卷%

然后!我们又去参观了百鸟园'鸟类观赏区和鸟类表演台%

鸟类观赏区里面有很多不同品种的鸟!我看见一只鹦鹉!随口就

说#$欢迎光临% &没想到鹦鹉也跟着说#$欢迎光临% &真是有趣极

了(

比起鸟类观赏区!百鸟园可美多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百

鸟园里的鸟都是放生的% 我们刚进去!就被里面的景色吸引了#绿

树成荫!湖水清澈!还有数百个品种的鸟从身边飞过!数十只鸟在

小岛上栖息!我们好像置身仙境中!久久不想离去,,

最有趣的要数鸟类表演了! 进行表演的都是经过训练的鸟!

有的鸟还表演了玩滑梯'骑独轮车等!这其中还发生了一件极其

搞笑的事#一只玄凤鹦鹉认字的时候!表演台上挂着十二生肖让

它辨别!结果我们说什么!它就不叼什么!连续错了两次!第三次!

我们说龙!它却叼鸡!逗得我们哄堂大笑% 后来想想!它也怪不容

易的!毕竟鸟没我们人类那么聪明%

由于时间原因!我们没有玩欢乐岛的其他项目% 不过我相信!

在不久的将来! 我一定会把欢乐岛和世界各地好玩的地方玩个

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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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天!妈

妈问我吃什么!我说#$吃炒土豆

丝吧% &$不行!太热了!吃蒸的!

吃蒸菜还健康呢% &$不! 吃炒

的% &$那你写作业去( &$什么) &

唉! 妈妈的一句话把我打败了!

我只好乖乖地帮妈妈蒸土豆丝

了%

妈妈给我拿了
1

个土豆!让

我把皮削掉% 我以为很简单!可

做起来还真难!妈妈把米饭都快

做好了! 我还没有削完土豆皮%

由于经验不足! 我还把手弄破

了!幸好没流血%

这时!妈妈给我示范了一下

怎么削土豆皮%看过妈妈的示范

后!我又试着削!不过!这次我非

常小心!不敢有丝毫大意% 过了

一会儿!我总算把土豆削好了%

蒸土豆丝最难的环节是切

土豆丝!妈妈告诉我#$切土豆丝

是最锻炼刀工的,,& 我拿起

刀一丝不苟地按着妈妈教我的

方法切呀切,,累得我满头大

汗!切得却粗细不匀'大小不一%

切好之后!首先要用面粉拌一下

土豆丝!然后就可以蒸了!上锅

蒸需要
68

分钟% 由于这是我第

一次学蒸土豆丝!着急地想看看

自己的成果! 觉得
68

分钟像几

个小时那样慢%终于蒸好了土豆

丝!我把准备好的大蒜汁和土豆

丝拌了拌!闻着可真香( 我迫不

及待地尝了一口! 味道真好!自

己做的蒸土豆丝就是好吃%

我不仅吃到了美味的蒸土

豆丝!还通过蒸土豆丝体会到了

妈妈做饭的辛苦!以后我要常常

给父母做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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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

日!我和小朋友从日照坐轮船去韩国% 到了异国他乡!我不仅欣

赏了优美的风景!还吃到了韩国美食'游玩了韩国最大的游乐园+++三星爱

宝乐园% 这次旅行!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韩国的交通%

说起交通规则!大家都会说#$交通规则不就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

了等一等嘛%&不错!交通规则就是这%但是!我们大家都遵守交通规则了吗)

我们大家都没有闯过一次红灯吗)

交通规则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很难% 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到十字路口

看一看有多少人遵守了交通规则!又有多少人闯了红灯%因为不遵守交通规

则而发生的交通事故还少吗) 有些人急于一时而后悔一世!就凭这一点!我

们就应该向韩国的国民学习%

韩国的路很窄!不像中国的路那样宽!所以!他们绿灯亮的时间明显较

短%但是在韩国!如果你过马路时走到一半!绿灯就变成了红灯!这时候你不

要慌!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走!不用跑过去!因为每一个司机都会给你让路!让

你先过!司机会等你过完再走%

在韩国几天的游学中! 我发现韩国每一个人遵守交通规则的意识都很

强!很值得我们学习% !辅导老师#任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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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放暑假!爸爸就计划好我们全家暑假的旅游计划+++青岛'日照

游% 所以!考试一结束!我们便踏上了去青岛的客车(

经过一夜的行程!我们先到了日照%为什么取名$日照&呢)原来这座城

市是太阳第一时间照射到的地方!所以才以$日照&为名% 我们来到日照的

海滨浴场!这个浴场以礁石闻名!站在礁石上望向无边无际的大海!心胸自

然开阔许多% 我们全家在礁石缝隙间捉螃蟹'鱼虾
:

玩划龙舟比赛,,通过

划龙舟比赛!我明白了只要大家同心协力'坚持到底!就能取得胜利%

第二天!导游姐姐就带着我们去了青岛% 青岛最好玩的地方就是海底

世界!由于参观海底世界的人很多!我们排了好长时间的队才进去% 走进海

底世界!我惊讶极了!这里实在太漂亮了!各种各样的海底生物吸引着我的

眼球% 我看到了模样很怪的小丑鱼'红色的水母'白色的水母'透明的水母!

还有一种像花儿一样的水母!妈妈告诉我那是$电母&% 我还看到了大鲨鱼'

各色各样的珊瑚'大头鱼'电鳗和好多好多说不上名称的海生物,,我真

是大开了眼界'增长了见识(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愉快的旅行就结束了!我依依不舍地踏上了返

途!心想!有机会我还会再来的( !辅导老师# 樊琰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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