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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方小能人
□郑州市金水区农科路小学五（2）班 娄孜涵

说起魔方，大家可能并不
陌生，那可是既动脑又动手，手
脑并用的一项运动。在我们班
里就有一个魔方小能人——杨
开翔同学。

一个星期三的下午，杨开
翔为我们现场展示了一段魔方
表演。首先，他找了自己的“小
老师”朱家承来打乱魔方，只见
朱家承拿起魔方后，手不停地
转动着，不一会儿工夫就完成
了。这时的杨开翔表现得还是
那么轻松，看来他可真是不一
般啊！

“开始！”随着老师一声令
下，杨开翔的手灵活地转动着，
动作十分娴熟，而他的脸上写
满了自信，大家禁不住发出啧
啧的赞叹声，这时，班里开始安
静下来，同学们个个目不转
睛，盯着杨开翔。但是，讲台上
的杨开翔面对着全班同学，还
是那样镇定自若，魔方上的颜
色在他的手指下不停地变换
着，我们看得眼花缭乱，简直惊
呆了。“啪”的一声，只见杨开翔
自信地把拼好的魔方拍在讲桌
上，大家立刻鼓起掌来，杨开翔
在大家的掌声中开心地笑着。

那么，接下来的第二轮展
示可是要计时了，杨开翔把魔
方交给杨飞翔同学，随后转过
身，静静地等待着打乱的魔方。

“好了！”大家提醒着杨开
翔，只见他再次拿起魔方，登上
讲台，信心满满地站在那里，等
待着老师。“开始！”老师话音刚
落，他就迅速转动魔方，聚精会
神地拼着，台下，同学们也目不
转睛地盯着他手中的魔方。时
间在一秒一秒地流逝，突然，杨
开翔把拼好的魔方又一次

“啪”的一声拍在讲桌上，他松
了一口气，我们大家也为他捏
了一把汗。

“三十一秒！”老师喊道，
“哇！”班里立刻沸腾起来。想
着杨开翔那娴熟的动作，手指
不停地在五彩缤纷的方块上滑
动着，可真是厉害呀！

付出总有回报，功夫不负
有心人，这些话都是给那些有
梦想同时付出努力的人说的，
杨开翔用自己行动和实力证明
他配得上“魔方小能人”这个称
号，我能想到他为此付出了不
少努力。

指导老师 宋艳玲

操场路上
安全学习

□大河报小记者、郑州市管城区东关小学四（3）班 岳伯浩

一天，我正在家读书，楼下
一声熟悉的高喊：“岳伯浩！”在
这寂静的上午显得特别嘹亮。
我快步走到阳台向下一看，好
朋友跳起来右臂一挥，做了个
乒乓球扣杀动作。我心领神
会，拿起球拍就出门。妈妈在
身后叫住我，我立即回头说：“请
妈妈放心，我保证安全回来。”

在去操场的路上，好友边
揉眼睛边说：“我昨天晚上做了
个噩梦，好可怕呀！惊醒后好
久没合眼，有点困。”我好奇地
问：“啥噩梦会吓着你这个‘胆
大王子’？”他连连摇头说：“太
可怕了，太可怕了，我梦见，我
被四五个十五六岁的混混劫
持，一群人像玩魔术似的挤在
一辆电动车上，风驰电掣般奔
驰，要到郊外水库去游泳。”“那
可不能去。”我插话说，“我不知
道你水性如何，就是会游泳，也
不要去自己不熟悉的河湖、水
库游泳，太危险。”“这我当然知
道，放假时学校老师反复讲，昨
天我还在妈妈带领下看‘中小
学生暑假安全教育视频展播’
呢。”“我也看了，教训深刻啊！
你还没说完你的噩梦呢。”他再

次摇头皱眉，说：“我挣扎着要
跳车，电动车嘭的一下撞到桥
墩上，我大叫一声，惊醒了。大
汗淋漓，心扑通通地乱跳。”我
笑着拍拍并安慰他说：“没事
了，你说说，安全教育视频都有
什么内容？”

他想了想说：“有一段我的
印象很深刻：三个小朋友蹲在
一处停车场地上玩耍，一辆轿
车开过来，把他们卷进了车
底。”我接着他的话说道：“还
有，一个骑电动车飞奔的阿姨，
在一个十字路口闯红灯，被一
辆飞驰的轿车撞飞。”“还看
到，”他说，“一个小朋友趁家长
不注意，跳上超市的扶梯逆行，
被挤断了手臂。”他诡秘地一眨
眼，说：“两个骑自行车的顽童，
在马路上你追我赶，忽左忽右，
惊得路人纷纷躲避。”我说：“这
个，我怎么没看到？哦，我明白
了，就是你这个傻小子。”“还有
你这个愣家伙。”他拍拍我说，

“这个暑假咱一定要注意安
全。”“对！”

我俩说说笑笑，走进了大
操场。

指导老师 张彩霞

别样的周末
开心农场

□大河报小记者、郑州师范学院附小六（5）班 蒙天乐

自从进入六年级，我的
周末都是上课、做题、考试，
而上一个周末，一个同学邀
请了我班学生一起去他家农
场参观，那里，我看到了许多
我没有见过的事物，让我非
常惊奇。

农场位于郑州市郊区，
下了车，抬头一看，豁然开
朗，只见远处是原野，后面是
大山，天空湛蓝，寂静无比，
有几只鸟飞过，装点了这蓝
天。我静静地站在车前，忘
记了走动，直到后面的同学
说“快走，别挡着车门”，我才
醒悟过来，心想：“这里怎么
像是世外桃源，如果我家在
这里多好。”

我们在农场玩撕名牌、
吃烧烤、坐马车、打水仗……
玩得很开心，时间就像糖果，
不知不觉融化了，转眼西边
的太阳变红了，像一颗炽热
的心，不忍大家离去，我也不

想走。
突然，听见几个人的喊

声：“快来看斗鸡啊！”我们都
跑了过去，围成一圈，中间是
一个农民伯伯，还有两只鸡，
一只黑毛绿尾巴，一只颜色
发红，夹些白毛。农民伯伯
突然抓起绿尾巴鸡扔向红毛
鸡，绿尾巴鸡瞪了瞪眼睛，伸
长脖子，啄了一下红毛鸡，红
毛鸡也竖起鸡冠，好像很愤
怒。两只鸡各不相让，像两
个中世纪的骑士将要决斗一
样。绿尾巴鸡不等红毛鸡做
好准备，突然冲了过去，一眨
眼两只鸡就厮打在了一起。
红毛鸡渐渐不敌绿尾巴鸡，
于是便蜷着身子，准备认
输。斗鸡表演结束了，我们
也该走了。

绿色的农场，美味的事
物，精彩的斗鸡，这些和学校
里的生活模式是多么不同，
让我深深怀念。

快乐周末

家庭诗词大赛
□大河报小记者、郑州市文化绿城小学澳新一（1）班 张景轩

啷格里格啷，又是一个
周末。原想着，阳光明媚好
时日，郊外游玩乐开怀，可惜
天公不作美，下雨了，只能在
家窝着，灵机一动，我想到一
个好玩的游戏。

“爸爸、妈妈，咱们来玩
游戏吧，就像《中国诗词大
会》那样搞比赛！”“好！”他们
异口同声地答道。经过大家
一致商议，比赛分三轮进行。

第一轮，读一读诗词热
身。我们每人先读一首自己
最喜爱的诗词，既是营造一
下氛围，又是对比赛的热
身。我最先上阵，朗诵了《松
下问童子》，爸爸朗诵的是
《望庐山瀑布》，妈妈朗诵的
是《江南》。虽然，我读得态
度最认真，妈妈读得普通话
最标准，但爸爸读得最有气
势，经大家一致表决。第一
轮爸爸胜，暂时领先。

第二轮，赛一赛诗词接
龙。从爸爸开始，他出了第
一句“离离原上草”，我马上
抢答“一岁一枯荣”，接着妈
妈回答“野火烧不尽”，爸爸

答“春风吹又生”。我接着出
题“碧玉妆成一树高”，妈妈

“万条垂下柳丝绦”，爸爸“不
知细叶谁剪出”……一直到
七十多回合，还不分胜负，逼
得我只好拿出“王牌武器”。
想到语文教材上的宋诗《咏
华山》，我出了一句“只有天
在上”，终于再也无人能答，
哈哈，此轮告终。本轮，我共
得32分，爸爸21分，妈妈25
分。

第三轮，比一比诗词数
量。围绕春夏秋冬四个季节
主题，大家比赛谁会的诗词
数量多。妈妈围绕“秋”，背
诵了 4 首诗词。爸爸围绕

“冬”，背诵了2首，就抓耳挠
腮没招了。终于该我了，我
迫不及待又略带紧张，围绕

“春”一口气背诵6首。
最终，我胜了两轮，大获

全胜。一场诗词大赛，在浓
浓的家庭气氛中结束了。我
喜欢这种游戏，它让我们相
互切磋、增长知识，还帮我记
住新的诗词名句。

指导老师 孙玉荣

第一次
炒菜

初次体验

□大河报小记者、孟津县城关
镇中心小学六（4）班 周明昊

俗话说：“会炒菜的男人
最帅。”我也这么认为，因为今
天我炒了一盘菜——西红柿
炒鸡蛋。

首先准备食材：鸡蛋，番
茄，葱。我先把鸡蛋在桌沿上
磕个小口，左右手分别拿着一
个鸡蛋，本来想同时打进碗
里，没成想我一用力就把其中
一个捏碎了。“你个小笨瓜，还

‘耍帅’，好好地一个一个打
吧！”妈妈见此景说。我望着
妈妈，不好意思地笑了。接下
来切辅料番茄和葱，妈妈说番
茄最好去皮切，因为这样不仅
好切，而且还能让番茄在炒的
时候化成汤汁，最重要的是能
去除番茄表皮的有害物质。

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环
节，我先打开液化气阀门，开
火，待锅中的水干后再倒油。
等油热了，将打好的蛋液均匀
地倒在油上，撒少量调料，看
它在锅里慢慢膨胀，用铲子翻
腾，使其均匀受热，待其熟后
捞出。再次倒入少量油，倒入
之前切好的西红柿和葱花。
只听“刺啦”一声，油花溅得老
高，我被烫了一下，差点把碗
扔进锅里。我终于知道妈妈
平时做饭多么辛苦了！等番
茄出汤汁后，倒入刚刚炒的鸡
蛋，再舀少许调料加入其中，
翻炒几下出锅，我迫不及待地
尝了一口：“嗯，太香了！”我急
忙拌上米饭，大口大口地吃了
起来。

这是我第一次炒菜，我觉
得自己还是很有做大厨的天
分的。

指导老师 王艳艳

亲爱的小记者，大
河报小记者投稿邮箱为
dhbxiaojizhe@126.com，
在大河报见报文章将在
微信“大河报少年”同步
推出，您可以为喜欢的
文章投票、点赞，每月得
票最高的作者还有惊
喜！

大河报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