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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节那一天! 我们会猜灯

谜"舞龙"舞狮子!为元宵节增添

了许多节日的气氛#

那天! 我们就去了万果

园买汤圆"饺子$ 商场里人山

人海%商品琳琅满目!我看见

了许多汤圆!有芝麻味的"

花生味的&&样样我都喜

欢!我们精心挑选着!真想

把所有汤圆都买回去$忽然!我看

见头顶上有许多谜语! 其中有一

张这样写的'七八个人!围着一根

柱子坐着!有一个人走开了!衣服

撕破了$ (打一植物 ) 我想了又

想 !眉头都皱了起来 '拔出一个

蒜头!衣服不就撕破了吗*对!没

错!是+蒜头,$ 于是!服务员就把

一个日历送给了我们! 我迫不及

待地把它收下了!心里无比高兴!

因为这是用智慧换来的$

晚上!我们煮汤圆吃$ 我先打

开包装! 看见了一个个又圆又白

的汤圆!像一个个小胖子

在里面睡觉$我把水烧开!

然后把汤圆小心翼翼地放

到水里! 一个个小胖子立刻

沉了下去$过了几分钟!它们

一个个在水里游起泳来! 等煮

熟了! 我把它们捞起来! 咬一

口!花生酱从汤圆里流了出来!

甜甜的!很好吃$

这个元宵节 ! 我既吃了汤

圆 !又猜了灯谜 !真是令人难忘

啊 -

"辅导老师!高晓斐$

小记者!刘云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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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养了一只小乌龟!它非常

可爱$

当它刚来我家时! 好像有点认

生的样子$直到第二天!它才敢伸出

头来!在水里走动$ 我想摸一摸它!

我的手还没有摸到它! 它就赶紧把

头缩到了厚厚的壳里$中午的时候!

我给它喂了几小块肉! 它先小心翼

翼地伸伸头! 观察了一下四周的动

静! 看没有危险了才慢慢地接近那

些肉$

但是有一天! 我发现它和平常

不太一样!它缓缓地伸出头来!东瞧

瞧!西看看!然后把头伸出水面!在

水里走了几步$ 当它走到边上的时

候!它便不停地用爪子向上面攀爬$

但因为盆沿太高了!它爬不出来!它

的这一行动似乎想告诉我什么$

一个月后! 小乌龟仍然一直

向上爬!爬累了就休息一下!然后

继续不停地爬$

我仿佛知道了它想要干什

么!它也许是想要自由!因为

小动物是属于大自然的!我

知道我该做些什么了&&

%辅导老师!王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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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程意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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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来了!盼来了!终于放寒假了!可以放鞭炮了!我心里

非常高兴$

晚饭后!我拿着炮下楼去玩$ 先放什么好呢* 哎!有了!

放+冲天火箭,!我拿着打火机!激动地点燃了它的芯$+哗,!

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它已飞上天了!真是太有意思了$ 下

面放什么呢*哎!有了!放+烟雾球,!我点了它的芯!+哇,!红

色"蓝色"黄色"白色!美丽的烟雾有的像云!有的像花!它们

在空中飘着!漂亮极了$ 最后我放+土老鼠,!+嗤,一声后没

了踪影$ 我又放了很多鞭炮!都很有趣$

放鞭炮既有趣又刺激!但是要注意安全$

"辅导老师!朱黎$

放鞭炮

小记者!耿若雨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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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竹声中辞旧岁!欢天喜地贺新年$

过了大年初一之后!我们欢天喜地!你来我往!走亲访

友!快快乐乐地过了半月!就到了正月十五$ 十五这一天!

就是我们一年一度的元宵节$ 这一天!我们过得很快乐!它

是新年后最热闹"最快乐的一天$

元宵节这一天!天刚亮!人们就接连不断地放起了鞭

炮!开始欢度元宵佳节$ 上午八九点钟之后!大街上的行人

来来往往"拥拥挤挤$ 五一广场上搭戏台"唱大戏!腰鼓队

敲敲打打!震天动地$ 大街上!玩龙船"舞狮子"抬花轿"扭

秧歌!各种娱乐都有!人们脸上挂满了灿烂的笑容$

中午!各家各户鞭炮齐鸣!接连不断!像锅滚了一样!

如同初一过大年般隆重热烈$

到了晚上!人们按习惯吃过元宵去游玩$ 大街小巷可

热闹了$ 大街上!人们挤不动!各种灯笼"火把"烟花"礼炮

都出现了$ 火树银花!烟花礼炮!天上地下!五彩缤纷!炫彩

夺目$ 元宵节的晚上像白天一样那么亮!人们看了都赞不

绝口$ 许多老奶奶"老爷爷接连不断地说'+党领导得真好

啊-我们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还有的老奶奶说'+我活这

么大年纪了!没有见过这么热闹的元宵节$ ,天上"地上的

美丽景色看得我眼花缭乱!心里乐得如痴如醉!妈妈多次

叫我回家休息!我都没听见$

晚上!我躺在床上!感到今天过得很快乐"很幸福!很

快就进入了甜蜜的梦乡$

"辅导老师!单俊红$

快乐的元宵节

小记者!李依聪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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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 妈妈坐在床上要

洗脚 !我看见了 !忙说 ' +妈

妈 !您别洗 "您别洗 $ 今天是

#

月
$

日 !是您的节日啊 - 应

该我帮您洗 $ ,妈妈说 ' +好

吧 - ,

我先烧上水!不一会儿水

热了!于是!我拿个盆!把热水

倒进去!用手摸一摸!啊!好烫

啊- 这时!我灵机一动!心想'

再加点儿水!我用手又摸了一

次温度!刚好不烫也不凉$ 我

高兴极了!于是 !把盆子端到

妈妈面前 $ +妈妈洗脚水来

了-,我说$我让妈妈把脚放到

水盆里$ 妈妈说 '+女儿长大

了!真乖巧$ ,我用我的小手

给妈妈的脚搓了搓!妈妈说 '

+好舒服啊- ,听了妈妈这样

说! 我想以后多给妈妈洗几

次脚$

自从我给妈妈洗完脚后!

我发现妈妈心情很愉快 !一

脸幸福的样子!我看在眼里 "

乐在心里$

"辅导老师!巴艳丽$

小记者!贺涵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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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间新卧室!它非常漂亮$ 卧室

里有一张可爱而又舒适的小床和 一把卡

通椅子! 椅子旁边是一张粉红色的桌子!

桌子上放着一些美丽的花!散发着诱人的

香 气 $

桌子后面

有一个木制

书架! 书架上

摆放着一些英语

书和图画书! 它们

可是我学习的好帮手

哦$ 墙上还挂着一幅照

片呢! 上面那个又高又帅

的男人是我的爸爸!温柔漂亮

的女人是我的妈妈!那个女孩是

谁!你知道吗*哈哈-她就是我///

贺涵!希望大家和我交朋友哦-

"辅导老师!张会彬$

KL MNOPEE6 "我的卧室$

小乌龟

小记者!刘昌洪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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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

+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 暗尘随马去 !明月逐人

来&&,多么优美的诗句啊- 这正表达了作者对元宵节

的喜爱之情$ 其实!谁不喜爱它呢* 它是春回大地%万物复

苏的开端!也是春节结束%明月首圆的一天!下面就让我来

说说我是如何度过它的-

+啊- 快乐的一天到了$ ,清晨!我揉着睡眼蒙
!

的眼睛

想$ +儿子-快起床
(

,爸爸的大嗓门催得我+连滚带爬,下了

床$ +快点儿!要去猜灯谜了$ ,洗漱后!我们来到了超市门

口$ 哇噻!一排排灯谜使我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有的猜字%

有的猜动物%有的猜地名!还有的猜歌名&&我和爸爸猜

了一个又一个!不一会儿就得到了半篮子的奖品!然后高

高兴兴地回家了$

下午的街道人山人海!有的买灯笼%有的买孔明灯!还

有的买烟花爆竹!他们都在为晚上做准备呢$ 我也不例外!

买了灯笼和孔明灯&&真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

夜!终于来了- 爱热闹的人们把广场挤得水泄不通$

天上无数盏孔明灯好像在为元宵节添装挂彩! 我把我的

灯小心翼翼地送入夜空的怀抱$ 烟花布满了整个天空!一

幅美不胜收的画券呈现在我的眼前$ 我点着漂亮的红灯

笼默默地在心中许愿! 让我的祝福随着风儿的脚步飘向

远方&&

这就是我的元宵节!充实而又快乐$ 我希望你也能收

到我的祝福!一缕微风吹过!我的祝福就在其中-

评语!这篇文章把元宵节一天所看过的!想过的!做过

的事情描写得生动形象"将元宵节夜间的景色勾画得十分

漂亮# 开头引用诗句点明题意"表达了小作者对元宵节的

喜爱之情$

"辅导老师!李宇华$

欢度元宵节

小记者!刘睿思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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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收起最后一丝霞

光!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大地

有了一层朦胧的夜色$

风来到了夜空中! 这里

有了它想要的热闹! 星星们

应了月亮的邀请! 都来参加

这个盛大的舞会$ 看那一颗

颗的星!披着金色的黄袍!就

像金子$

这时的星!一会儿多!一

会儿少!像灿烂的礼花$ 有的

星星两三个在一起! 像是在

聊天!又像是比美!更像是在

猜谜$

那颗星忽然一闪在天空

中划出一道银线! 瞬间即逝

了!在这时!我们总是要闭上

眼睛!许上一个美好的%纯真

的心愿$

东方隐约出现了一颗

星!哦!原来是启明星$ 月亮

匆匆扯了一块云做纱巾 !它

在星星中间跳动! 星星们也

围着月亮跳呀跳&&

那颗启明星越来越高 %

越来越亮&&忽然一道刺眼

的光!一声嘹亮的鸣叫!太阳

升起来了!新的一天开始了$

"辅导老师!杜卓贤$

我为妈妈洗脚

难忘的元宵节

美丽的夜

森林奇遇
小记者!李思洁

编号!

"BG%

班级!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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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早上!太阳公公早早

地就露出了笑脸! 温暖的阳光

透过树梢!照耀着大地$

小猴子唱着欢快的歌一蹦一

跳地来到熊猫和大象的家门口!

邀请它们一起去晒太阳$ 它们来到

草地上!小猴子拉着树枝荡秋千!熊

猫津津有味地品尝着鲜嫩的竹子!大

象用长长的鼻子摘下高处树上的果

子$正当它们玩得高兴时!远处森林里

传出一声巨响!并发出奇异的光芒!它

们急忙向森林里跑去$ 在茂密的树丛

中!它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娃娃$它大

大的脑袋%细小的身躯!头上还长着天

线似的触角$只见它坐在地上!嘴里还

发出叽里呱啦的声音! 不知在说些什

么$ 小猴子%熊猫和大象不知所措$ 正

当它们一筹莫展之时! 一只甲虫匆匆

忙忙地飞来了! 说'+它可能是一个外

星娃娃!也许贪玩掉入人间!它的家人

一定非常着急 ! 我们不能袖手旁

观$,随后!它们开始忙碌起来!小猴

和熊猫把外星娃娃放到大象身上!

把他驮到空阔的草地上! 以便外

星人发现娃娃$

傍晚! 天空中出现一道彩

虹!并伴有隆隆的响声$ 原来

是外星人开着宇宙飞船来接

娃娃啦- 这时!娃娃笑了!动

物们也笑了$

"辅导老师!张兰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