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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应该都见过木屋吧， 可你
见过神奇的木屋吗？

这个木屋是用特殊的材料做成

的， 它的外形是一只可爱是小猫，
无论刮风还是下雨， 它都不怕， 这
个木屋有红黄蓝三个颜色的按钮，
分别有着不同的功能。

如果堵车了 ， 按一下红色按
钮， 它就会从两侧伸出翅膀， 然后
变成会飞的木屋， 飞到天空中， 它
就会变得透明， 你可以在里面欣赏
祖国的大好河山 ,可以看到朵朵白
云， 也可以看到雄伟壮观的长城，
还可以看到波涛汹涌的黄河。

如果你想去某个地方， 只要你
按一下黄色按钮并告诉它： “我要
去北京。” 它就会开启自动驾驶模
式飞往目的地。 在行驶中， 你可以
看电视、 吃零食、 喝茶， 享受着愉
快的时光。

如果你按一下蓝色按钮， 木屋
就会变成一艘潜水艇。 在海底， 你
可以看到成群的鱼儿 ， 美丽的珊
瑚。

虽然这些只是想象 ， 但我相
信， 只要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就
一定可以把这些变成现实。

（辅导老师： 顾娟）

神奇的木屋
小记者： 葛畅 证号： 220049
周口市莲花路小学四 （3） 班

������雨后天晴的时候
到小路上去走走

那抖落雨珠的小草

慢慢地抬起它们的头

那晶莹的雨珠

是春天的甘露

不再胆怯的红玫瑰

也绽开了天使般的笑容

可爱的小蜜蜂

也加入了这幅画卷

煽动着透明的小翅膀

快乐的飞来飞去

五颜六色的小蝴蝶

也张开智慧的书页

和小蜜蜂一起做游戏

看上去热闹极了

路旁的小溪在微风中晕皱

多么和谐的景色啊

（辅导老师： 顾娟）

雨后的小路
小记者： 王嘉钰 证号： 220050
周口市莲花路小学 四 （3） 班

������书房是一把钥匙， 为我打开知
识的大门； 书房也是一座桥梁， 让
我通向知识的殿堂。 书房就是我的
乐园。

走进书房， 映入眼帘的是一张
浅黄色的大书桌， 书桌上摆放着一
个白色的台灯， 台灯旁边摆放着一
盆用橙色毛线织成的两朵小葵花，
给书桌增添了生机。 书桌的后面放
着一个书架， 书架共有三层， 第一
层放着科普书 ， 第二层放着历史
书， 第三层放着童话书， 每天我都

会坐在书房里看书。
书房不仅是我的乐园， 还是心

灵的慰藉。 有一次， 我和同学吵架
了， 心里很不舒服， 于是， 我就冲
进书房里， 拿出一本书开始阅读，
渐渐地， 我浮躁的心情缓解了， 把
烦恼的事忘得干干净净。 我沉醉在
了书的世界里……

如果书是浪花， 那么书房就是
一片海洋， 我愿做一叶扁舟， 在书
的海洋里乘风破浪。

（辅导老师： 顾娟）

我的乐园
小记者： 王嘉钰 证号： 220050
周口市莲花路小学四 （3） 班

������我很喜欢我的老师 ， 喜欢老
师对待工作的认真 ； 喜欢老师对
我们的关心和爱护 ； 喜欢老师在
身边的安全感。

我的数学老师孙老师 、 语文
老师刘老师教会了我做事情要认

真负责、 上课要认真听讲 、 对待
学习态度要端正……

在这里 ， 我要对老师们说一
声： “老师， 您辛苦了！ 感谢你们
的陪伴。”

（辅导老师： 孙彩艳）

我的老师
小记者： 马程程 证号： 220729
周口闫庄小学二 （8） 班

������读书不仅使人充实 ， 视野开
阔、 思想敏锐， 还能在书中找到
志同道合的 “朋友”。

妈妈说我 3 岁时就拿着她的
《人生最美是清欢》 翻看， 还在上
面乱写乱画， 让她心疼得不得了。
这是我与书的最早结缘， 现在妈
妈还时不时拿这件事打趣我。

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是 《小猪
唏哩呼噜》。 唏哩呼噜曾经被狼叼

走， 差点被喂食给小狼宝宝， 最
后它机智地逃脱了， 还战胜了月
牙熊， 保护了小狼们。 曾为鸭太
太做保镖、 一个人到城里送鸭蛋，
还帮鸡太太捉鬼。

书是一把钥匙 ， 帮我开启了
智慧之门； 书是精神食粮， 空虚
单调的日子一下子变得色彩斑斓。

（辅导老师： 陈利娟）

我和书的故事
小记者： 张骏延 证号： 220383
周口市纺织路小学二 （3） 班

������我在网上买了一本 《脑筋急
转弯》， 这本书非常有意思， 它能
挑战你的思维极限。

这本书里有许多的迷题 ， 比
如： “80 厘米的红螃蟹和 30 厘米
的黑螃蟹比赛跑步， 谁会赢？” 答
案 ： 黑螃蟹会赢 ， 因为红螃蟹是
煮熟的 。 “世界上最不听话的是
谁？” 答案： 是耳聋的人。 “警察
与两名歹徒对峙 ， 但他只剩下一
颗子弹， 他对歹徒说： “‘谁动就
打死谁！’ 结果没动的那个歹徒反
而挨了子弹， 为什么？” 答案： 因
为不动的人比较好打 ！ “王先生
和小李喝酒 ， 撞伤了脸 ， 回家怕
太太责备 ， 就去洗手间对着镜子
贴创可贴 ， 可第二天 ， 还是被太
太骂了一顿， 为什么？” 答案： 因
为创可贴贴在了镜子上。 怎么样？

这些答案是不是都出乎你的意料？
书里像这样的谜题有很多， 当

你心情不好时 ， 你就拿起这本书
看上两三个谜题 ， 心情就会变好
哦！

（辅导老师： 郭海燕）

我喜欢的一本书
小记者： 霍晨露 证号： 220982
周口李庄小学三 （4） 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