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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饺子，迎新春
面外面全是馅，
要么就是捏好左
边，右边又出了馅，饺子瞬间在
我的
“巧手”
中变成了
“花饺”
，
包
出来的饺子也是瘪瘪的。我有
点泄气了，
一旁的爸爸看我没信
心了，
就在一旁鼓励我说：
“干什
么事都不是第一次就能干好
的，慢慢学，功夫不负有心人，
你会成功的！”爸爸的鼓励让我
拾起信心，认真包，细心包，终
于包出了像样的饺子，这时我
已经累得腰酸背疼。在我心目
中，这已经是力气活了。我喜
滋滋地看着它们，就等着他们
下锅了。
我拿着盘子走到老师这
边，终于到了下锅的时间了 。
我看着我的饺子在锅里翻腾，

心里怦怦直跳，想象着饺子煮
熟捞出来时的景象。开锅了，
当老师盛出来我包的几个饺子
时，发现有一些饺子没露馅，一
些饺子根本就没包好，这让我
哭笑不得，
这简直就是云吞啊！
我终于体会到了劳动成果
来的不容易了，所以今后我要
珍惜奶奶为我做的每一道饭
菜。同时，通过学包
饺子这件事情也感受
到干什么事情，也不
是轻而易举就
能干好的。

妈妈，
我想对你说

潘能阳 北海市实验学校

愿国泰民安

类大量捕杀海洋里的生物，有些吃掉，有些则利用
自身条件加工成日常用品。
大海里的生物逐渐减少，
虽然它们也繁育后代，
可是人类把各种垃圾废物倒入大海，
造成海洋严重污
染，
这使大海里的生物最后会全部死去的。
我希望大家能做到不往海里乱丢垃圾，不要破
坏大海的干净，大家一起努力保护好大自然。只有
每个人都齐心协力，齐抓共管，才能使明天的家园，
变得更加美丽。

张倍华 北海市海城区第六小学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
暖入屠苏”，春节还有一个月就
来到了，春节吃饺子也是一种
习俗，为了能在春节中大展身
手，我们跟随小记者团来到沃
尔玛学习包饺子。
饺子皮是备好的，
馅也是提
前准备好的，
我们看着老师左手
托一张面皮，右手拿着勺子，往
面皮里放馅。放进去后，
老师用
手一压，再把面皮对折，最后将
饺子边使劲一捏，
一个小巧玲珑
的饺子就做成了，
不仅包好了饺
子，而且将饺子包的特别精美，
让人一看就忍不住流口水。可
是我在包饺子的时候就没那么
幸运了，我将馅舀起一勺，放入
面皮里，
可是这些放在面皮里的
量不是多了，就是少了，就是不
能放得。我也捏不好边，
捏的里

春去秋来，花落花开，转眼间，2020
年已经挥舞着小手离我们渐行渐远，而
2021 年也伸出了手，
亲切的拥抱我们。
2020年讲述着一个不平凡的故事，
从
最开始的疫情爆发，
到后来的疫情渐渐减
弱，
这途中经历了太多太多。随着时间的
推移，
2020 年结束了，
2021 年正朝我们走
来。
新的一年，也有新的愿望。在这里，
我想许三个不同的愿望。
第一个愿望：我希望祖国的疫情能
够彻底好转。疫情爆发，随之严重……
在宅家的那段时间，我深有感触。每天
看着网上不断新增的患病人数，我尤其担忧，担忧的
不仅仅是病人的安危，更是一线与病人零距离接触
的白衣天使的安危，所以在新的一年里，我希望疫情
能够好转，这样子，白衣天使们能够健健康康的过
年，
我们也可以快快乐乐地吃年夜饭！
第二个愿望，
我希望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家人和我
都能够健健康康的，
祝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寿比南山，
福
如东海，祝爸爸妈妈万事如意！祝自己超越，勇往直
前！
最后一个愿望，就是我希望我能更加优秀，在各
个方面都能进步！
希望 2021 年的愿望都能实现。
北海市海城区逸夫小学

北海市实验学校

最近我一直在想，要是地球人，都不往海洋里
丢垃圾，会怎么样？
前几天，我与爸爸妈妈一起到达天下第一滩的
银滩玩沙，
正在我做沙雕的时候，
我发现有一个人刚
喝完饮料，
就直接把塑料瓶随手一丢，
丢入了那蓝蓝
的大海里。我快步跑了过去，捡起塑料瓶，抬头一
看，
那个人已经坐上快艇去享受冲浪刺激感了！
我无奈地摇摇头，上岸，把塑料瓶丢入垃圾桶
里。自言自语道：
“ 希望这种不文明的人不会有太
多，要不然大海就要从蓝蓝的变成了脏兮兮的灰色
了。
”
看着那蓝蓝的大海，
我真是为它感到担忧啊！
大海里有许多生物，它们的种类多达 16 余万
种。它们生活在海水的不同深度，一条“生物链”把
它们连在一起；有些鱼虾吃藻类或浮游生物，有些
大鱼专门吃小鱼。海洋生物是宝贵的渔业资源，每
天都为人类提供着丰富的鱼虾和各种海产品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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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保护好大自然
刘桂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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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妈妈：
您好！
妈妈，我有一些话要跟您说。妈妈，
您对我太严格了。而且还常常冤枉我。
有一次，妹妹在房间里玩，找不到玩
具。就大声放哭，我来到房间开始找，您
刚好下班，听到妹妹的哭声，就来到书
房，妹妹看到你就说：
“姐姐拿我玩具！”
我来不及解释，您就不分青红皂白的骂
我说：
“你怎么当姐的！妹妹一天不哭你
心烦是吗？”就这样，你一直骂我到了下
午三点。我又生气又委屈，可又有什么
办法呢？跟您解释。您以为我在顶嘴，
只会越骂越狠，
还可能会打我。
说您对我太严格了，
也并没有错。有一次三年级
下学期时，
我学习还算可以，
可是您却不满意，
我写完
作业后，还有写了很多您给我买的试卷、习题等，还
说：
“多写题可以提高分数。”可是你已经占用了我所
有的时间，
除了八个小时休息，
剩下的只有学习了。
妈妈，请您尊重我，我希望您可以多多关心，包
容我。我希望我们能成为好朋友。
您的女儿：
张倍华

挚友小叶
韦壹 北海市实验学校
假，在那三伏盛夏之际
三七二十一，只用手一抓前面距离最近
的一天，我正和小叶在
的蚂蚱，可却扑了个空，蝈蝈儿没逮着，
他家中玩耍。可是，许
倒跌了个大马趴。一阵子下来，结果铁
多东西都玩过了，伴着
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于是，我扭头看
烦躁的知了声，我更是
向小叶。只见他皱着眉，收敛了平日的
无聊透顶。只见小叶
笑容，猫着腰，正蹑手蹑脚地朝他锁定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可缺失的伙伴， 托着下巴，在地下踱了几步，眼珠子儿
的目标移去。蝈蝈正吃着草，下一秒，
陪伴你我度过悠悠岁月。
滴溜溜儿地转了几圈后，便一拍手，惊
便被小叶“擒拿归案”。不知所措的蝈
每当我打开记忆的相册，我总会想
喜地说：
“ 来 ，我 带 你 去 个 好 玩 的 地
蝈儿被小叶一下扔入瓶中。小叶端详
起我那童年时期的挚友——小叶。思
方”。他有些匆忙地拉上我，跑下楼，神
着蝈蝈儿，
十分高兴。
绪便回到了那欢乐的童年。
秘地递给我一个密密麻麻扎了若干个
我笨拙的手脚使我二十分钟内，只
小叶总是留着短短的头发，几乎没
孔的塑料瓶，找来两顶草帽，两人歪歪
逮 到 了 一 只 ，小 叶 却 有 了 五 个“ 战 利
有刘海。在他那红润的脸上，每时每刻
扭扭地戴上后，他才对我说：
“抓蝈蝈儿
品。”看着着急的我，小叶却一脸爽朗：
都上扬嘴角，微笑着。他的年龄、身高
去吧。”
“来，你随便挑我两只”。我连忙道谢，
也与我相仿。我对小叶的印象很深。
他用右手搭在我的肩上，一边走， 挑了两只最小的。
平时，他对生人多少有些腼腆，可每次
一边用左手指着近处的草地说：
“ 就是
“那蝈蝈儿虽灵活，但却注意不到
与我玩耍时，都那样开心，看不出一点
那儿了。我告诉你，那里因为在夏天， 你。只要你找准时机，
一定能抓住……”
儿腼腆，反而是那样开朗、外向。那时， 会有许多蹦跳的蝈蝈儿。拿起瓶子随
小叶一边用手比划，一边兴奋地说着。
我们俩简直就是“知音”，情同手足，形
便一抓，就是一大堆。绿的，褐的，花
回到家，我端起杯子，正要喝水，小叶却
影不离，有着无比真挚的友谊，当然，他
的，什么样的都有……”听着小叶这描
拉着我走到一株植物前，摘下两朵红
与我在一起的时光，也是那般难忘。
述，我们也加快了脚步，
来到了草地边。 花，递到我的嘴边，说：
“吸这个吧，又甜
在我看来，小叶是个“解除无聊”的
我一看，果然，满草地都是活蹦乱
又解渴，没毒的”。我狠狠地吸了一口，
高手，也是个“自然专家”。那次是暑
跳，活力四射的蚂蚱（蝈蝈儿）。我不管
果然，那甜蜜甜到了心里。暑意全无。

看着他那爽朗的笑容，我也不由自主地
笑起来，回想这充实的下午，我们仿佛
被定格在金灿灿的太阳下。
小叶对我的关心与友情无微不
至。那天我在小叶家玩到了八点，天都
黑了，虽然我家离小叶家很近，但看着
那如爪子般摇曳的树枝，摇晃不定的树
影，我不寒而栗，不敢前行。这时小叶
却过来说：
“来我陪你一起走”。他和我
走近在一起，说着笑话，一会就陪我走
到了家。当我已意识到小叶要自己走
回家时，我们早已挥手告别，可小叶就
微笑地走着，毫不畏惧，此时，我才深切
地感受到我们的友谊。
自从我步入三年级，学业的繁重使
我很少与小叶在一起玩耍，只有生日，
我和他才能在一起玩会儿。每当我想
起这个活泼开朗的少年，思绪总会回到
那无忧无虑的童年，
是那样美好！
小叶，他陪我度过了我美好的童年
生活。我的童年生活少不了小叶。我
会将那段真挚的友谊和这个开朗的少
年，
永远收藏在记忆的岛屿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