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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美情
□王攀迪

走遍千山万水，吃遍各国美
食，回过头才发觉，最好吃的还是
妈妈做的一碗汤面条。这是一个
朋友曾经写过的一句话，现在看
来，也吻合我们这次征文大赛的
主题，有人爱美食，是因为喜欢分
享；有人爱美食，是因为美好回忆
……

自今年的豪享来少儿美食征
文大赛启动后，收到全国各地众
多同学的来稿，我们通过一篇篇
或幽默，或深情，或童真，或充满
奇思妙想的文章，看到作者们认
真地用自己的笔，给我们讲述他
们心中“最美”的美食。和爸爸妈
妈一起吃的牛排、奶奶做的肉夹
馍、姥姥做的小兔糖包、妈妈做的
一碗卤面……不管是家乡美食、
旅途小吃、家常饭菜，还是不寻常
的美食奇遇，最让孩子们记忆深
刻的美食，总是和亲人息息相
关。因为有着浓浓的亲情在里
面，平凡的食物也增添了不平凡
的味道。

大千世界，美食万种，都离不
开一种调料，那就是爱！爱，是这
世上最美的味道！

孩子们用真诚的语言讲述他
们最纯真的感情。很多尘封的记
忆被孩子们唤醒，扪心自问，多久
没说“妈，我饿了”；又有多久没有
回家和爸妈吃上一顿饭……想到
这里，忍不住泪水盈眶。

现在孩子们对美食的见多识
广，让我十分羡慕。在我小时候
记忆深处最期待的，就是每年春
天奶奶做的蒸槐花。清甜的槐花
裹上面粉，上锅蒸熟后，放一些简
单的调料，再拌上蒜泥香油，就是
让我们垂涎欲滴的美食了。现在
看来，这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
饭了，但在当时，看着奶奶摘槐花
以及在厨房忙碌的身影，既有对
美食的期待，又有一种满满的幸
福感。

正所谓吃什么不重要，重要
的是和家人在一起吃的情意。

通过舌尖上的美味，了解中
华饮食文化的精致和源远流长。
锻炼写作，学会分享，传达亲情。
鼓励孩子们通过感受美食，寻找
美好与快乐，体会到爱，从而拥有
一颗感恩的心。这就是美食征文
大赛的宗旨。

感谢孩子们，让我们看到一
篇篇情真意切的美文！感谢豪享
来，给一个平台让孩子们自由展
现对美食的回忆和对亲情的感
悟！希望美食征文大赛能一直办
下去，帮助更多孩子发现生活之
美，滋养更多孩子纯洁的心灵。

勿以恶小而为之
□大河报小记者、郑州市纬一路小学六（2）班 王曼迪

近日，学校组织了一次法
制教育活动，带六年级学生去
郑州市未成年犯罪管理所参
观。

一听说未管所是监狱，我
们心里不免有些害怕，又对它
很好奇。

到了未管所门口，大家都
伸长了脖子往里看，直到全副
武装的武警叔叔打开密不透风
的铁门，未管所的神秘面纱才
被揭开。哇！高高的大树，还
有一朵朵无名的洁白小花摇动
着轻盈的身躯。

坐在未管所的多功能厅
内，聆听着武警阿姨为我们解
说案例。

一个案例，让我们听得寒
毛倒竖。一位学习成绩优异的
高二学生，因为寒假上补习班，
趁妈妈与他谈话时，借送礼物
之名用哑铃砸死了妈妈！

冷静下来，仔细思考，或许

这位哥哥不善于表达，没有想
过向妈妈倾吐心声。可是，一
时冲动，自己这一辈子都没有
了妈妈，又是怎样一种痛啊。

高高的围墙，还有那手上
冰凉的手铐，一定使他后悔
过。我不禁想起了一首诗：“生
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
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自由，是
如此重要。拥有自由的我们，
是如此幸福。

我们想吃面包、买书、去公
园……父母都会满足我们的心
愿。对我们而言，这也许只是
寻常幸福。可对他们呢？在服
刑期间，这些绝对是痴心妄想。

在成长过程中，要“勿以善
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未管所这些哥哥姐姐，他们无
意间触犯了法律，我衷心希望，
他们能像歌中所唱的那样：阳
光总在风雨后。

指导老师 马小双

蝌蚪面

豪享来第六届少儿美食征文大赛获奖作品选登

围墙后的日照海
梦幻美食城堡记（续集）□河南省郑州二七优智实验

学校五（1）班 王梓舒畅

十一长假，我们回乡下
看望姥姥。上次回去时姥姥
说：“下次回来给你们做蝌蚪
面。”这件事烙在了我们心上。

回去的路上，我们顾不
得看大路两旁高大的建筑，
也不留恋那手臂连着手臂的
树木，我们的心早就飞到了
姥姥家。

终于到了姥姥家，姥姥
早就等候在大门口。我跑过
去抱住姥姥问：“姥姥，蝌蚪
面做好了吗？”姥姥亲了我一
下说：“馋猫，一切都准备好
了，就等你们回来。”

我们来到厨房，姥姥已
经烧上了水。等水烧开后，
姥姥把大擦板放在锅上，拿
起一块揉好的红薯面面块，
放在擦板上擦来擦去。一个
个小蝌蚪似的面团从擦板下
面争先恐后地钻进了锅里。
它们潜入锅底，水面上很是
平静。过了一会儿，它们终
于沉不住气了，随着水浮上
来，像小蝌蚪在锅里嬉戏玩
耍起来。不到三分钟，它们
由白色变成了灰色，又变成
了灰褐色，全都浮在水面上，
一锅黑黝黝、光溜溜的蝌蚪
面煮熟了。

我和姐姐早就等候在锅
前，姥姥给我们一人盛了一
碗，加入调料和蒜泥，一碗清
香诱人的蝌蚪面做好了。我
俩大口地吃起来，“小蝌蚪”
进到口里划过舌尖，给人一
种丰满、细腻、爽口的感觉。

坐在一旁的姥姥看着我
们，微笑的脸慢慢沉下来，眼
中布满泪花。我和姐姐赶紧
放下碗依偎在姥姥身边，姥
姥擦了擦眼泪说：“在1960
年生活困难时，我们只有在
招待亲朋好友和过节的时候
才能吃上它。那时国家穷
呀！又遇上了自然灾害，粮
食非常紧缺。为了吃饱肚
子，只有大量种红薯。那时，
天天吃红薯，蒸红薯、煮红
薯、烤红薯吃得非常厌烦。
为了改善一下生活，我们就
把红薯切成片晒干后磨成
面，做成了这蝌蚪面。”

姥姥把我们拉到怀里
说：“你们生长在这蜜糖罐年
代里，不知过去的贫穷，经常
挑食，不珍惜粮食，我们老一
代很痛心。”这时我和姐姐异
口同声说：“姥姥请放心，我
们以后再也不挑食了。”

指导老师 王遂德

评委点评：作者对蝌蚪
面的制作过程观察细致，描
写生动。姥姥用一碗蝌蚪
面，引出曾经的艰难生活，从
而教育作者要珍惜粮食，构
思巧妙。

□河南农业大学附属小学六（2）班 李慧辉

我眼睛瞪得圆圆的，看
着手里那把神奇的木质钥
匙，想了又想：难道美食城堡
是真的？我迅速从床上爬起
来，换好衣服，拿着那把神奇
的钥匙，匆匆离开了家……

来到大街上，我拿出钥
匙，默念三声“美食城堡”，这
时，一旁的草丛骚动起来，一
只肥嘟嘟的猫从草丛里钻出
来，原来是邻居家的喵呜，它
迈着小碎步向一个方向跑
去。

我悄悄跟在它身后，钻
过后院围墙的大洞。

“呼……”一阵微风吹
来，我惊呆了，后院的围墙后
面竟是大海！我一路跟随着
喵呜来到一条热闹的美食小
巷，这条小巷很长，灯火通
明，弥漫着美食的香气，向远
处望去，还有块显眼的招牌：
日照小站。

我东张西望了一阵儿，
这里的美食可真多。这时，
一股烤鱿鱼的味道勾了我和
喵呜的魂，喵呜加快步伐跑
到了目的地，我气喘吁吁地
跟上来，香气更加浓烈了，抬
头一看是海鲜大排档。店主
是一个60多岁的老爷爷，看
起来很慈祥，还亲自端了茶
水给我喝。他让厨师给我们

做了很多海鲜。厨师把牡蛎
洗干净，放到火上烤，渐渐
地，牡蛎变成了金黄色，撒上
了有果香的柚子醋，瞬间，果
味飘香。接着，他把龙虾肉
取出来，切成丁，制成鲜美的
龙虾粥；甜虾被淡盐水煮过
后，做成了寿司，精致美味；蛤
蜊是我最喜欢的一道菜，它
经过辣椒爆炒，里面加了各
种调料，虽然辣，但过瘾……

我们坐在大海旁，一旁
的烧烤炉冒着烟，闪着火星，
海鸥不时从头顶飞过，吹在
脸上的风带着海水的咸味，
夕阳慢慢映红了半边天，映
红了海水，喵呜趴在老爷爷
的腿上，一切都是那么静谧
美好……

太阳落山了，我望着大
海有些不舍，我和喵呜与老
爷爷告别，又回到连着家的
围墙，钻过围墙的大洞，站起
来发现已经到了后院，我环顾
四周，发现喵呜已不知去向。

评委点评：作者突发奇
想，跟着猫来了一场奇幻的
美食之旅，可爱的猫咪、慈祥
的爷爷、美味的海鲜、美丽的
大海，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展
现了孩子内心的纯真世界。

最牛妙想奖作文

最牛勇气奖作文

煎爬蚱
□郑州市中原区秦岭路小学五（2）班 徐书琦

每年暑假，我总会迫不
及待地回乡下姥姥家。姥姥
家最吸引我的，除了在田野
里痛痛快快地玩耍之外，还
有各种美食：又滑又嫩的“蛋
炒鸡腿菇”，喷香酥脆的“千
层葱油饼”，鲜嫩多汁的“野
菜菜龙”，但我最喜欢吃的是

“煎爬蚱”。
看到这儿，你一定会好

奇：什么是爬蚱？“爬蚱”是我
老家对蝉的幼虫的俗称。每
到夏天傍晚，爬蚱就会从地
下爬到树上准备蜕皮。这就
是我和哥哥出场的时候啦！
我们兴奋地拿着手电筒和装
水的瓶子，到姥姥家旁边的
树林里去捉爬蚱。我和哥哥
在树林里来回巡视，不管是
刚出洞的爬蚱还是已经爬上
树的爬蚱，都成了我们的“俘
虏”。到了八九点，我和哥哥
才回家。我们把爬蚱身上的
泥土用清水洗掉，再在盐水
里泡一晚上，让它把肚子里
的脏东西吐干净，第二天早
上好做煎爬蚱吃。

第二天早上一起床，我
就看到姥姥正准备用家里的
大地锅煎爬蚱。姥姥让妈妈
烧小火，等锅里油热了，姥姥
把爬蚱沿着锅边倒了进去。

“滋啦”一声之后，姥姥一阵
麻利的翻炒，我伸长脖子往
里看：姥姥用锅铲把爬蚱轻

轻地压了压，一阵轻烟升起，
醉人的香味就飘了出来。我
猛咽口水，围着锅台团团转，
漫长的等待中，爬蚱终于被
煎得两面金黄。我哪里等得
它被端上餐桌，急忙夹了一
个放进嘴里，被烫了一下，我
连吸两口凉气，把姥姥和妈
妈都逗笑了。嗯，真好吃，外
酥里嫩，特别是爬蚱背上那
一块肉，不仅肉丝富有弹性，
更是香过牛肉，嫩过鱼肉。
吃完一个美味的煎爬蚱，唇
齿间仍有余香久留，全身心
得到了极大的享受，我叫来
姥姥、姥爷、哥哥，把盘子里
的美味吃了个一干二净。

直到今天，我对煎爬蚱
仍难以忘怀。暑假美好的时
光总是短暂的。因为明年要
升毕业班，得上暑假补习班
了，不能再去田野和树林里
玩耍，也不能吃到姥姥为我
做的煎爬蚱了。

后年再见了我香喷喷的
煎爬蚱！后年再见了我快乐
的暑假生活！

指导老师 冯旭东

评委点评：作者不仅与
哥哥一起捉爬蚱，还将之封
为美味，勇气可嘉。作者难
忘煎爬蚱的味道，更难忘快
乐的暑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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