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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我想对您说""

小记者#杨姣

编 号#

/010

班 级#八一路二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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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亲爱的妈妈!我有一肚子委屈

的话想对您说! 可是每次话到嘴

边又都咽了下去" 今天晚上!您就

听听女儿的心声吧#

亲爱的妈妈! 我想告诉您!我

和弟弟都是您所生! 又都是您一

把屎$一把尿抚养大的!可是为什

么每次我们的待遇却不一样呢 %

您经常说女孩长大肯定没有男孩

出息" 您是否知道!作为女儿!我

内心是多么痛苦呀& 为什么女孩

就不能有出息啊& 谁又规定女孩

不能有出息呀&

妈妈!您也知道!在家我总是

比弟弟干活多' 每天除了做作业!

不是洗碗!就是扫地 $擦桌子 !有

时还要洗菜" 可是!每次我休息的

时候! 您总是说我懒! 说我就会

吃$穿$玩 !不如弟弟帮助家里干

活多"可弟弟干过几次活呢% 我是

您的女儿 ! 又是弟弟的姐姐 !因

此! 我每一次都忍着! 我怕您生

气" 妈妈您想想!这公平吗
4

妈妈!您也知道学习和吃穿哪

个重要!但是!为什么弟弟要吃火

腿肠!您就给他吃!弟弟要吃饼干!

您就给他买!而我要买(小学字词

句)!您就不让我买* 那天我伤心

极了!我哭了很久很久+,

亲爱的妈妈! 在您的眼里!我

什么都不如弟弟* 有时候!我真恨

自己为什么不是小男孩!而是女孩

呢%

窗外吹来了一阵风! 好凉爽

呀& 风呀风!请你尽情地吹吧& 吹

进妈妈的心里!吹醒妈妈那颗偏爱

的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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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老师#马国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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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爱的小鸭子

小记者#冯嘉慧

编 号#

/004

班 级#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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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养了十几只小鸭子!一个

个可爱极了*

它们嘴巴扁平!圆圆的小眼睛

像两颗黑宝石!脑袋后面有两个被

羽毛遮住的小洞!那就是它们的耳

朵了* 身上毛茸茸的!望过去就像

一团黄色的绒球!金黄色的小脚走

起路来一摇一摆!很有意思*

刚出生的小鸭子就会游泳*它

们下到水里! 两只带蹼的小脚展

开!轻轻往后一蹬!就像一艘小艇!

稳稳地向前漂去* 有时候!为了在

水里找东西吃!它们会把头钻进水

里!光露个屁股!就像一个栽在水

里的大萝卜*

小鸭子从蛋壳里孵出来 !需

要
56

天的时间 * 刚出壳的小鸭

子十分可爱 - 一身柔软的绒毛 !

摇摆着身子 !走路时不时还会摔

个跟头!真是让人担心呀* 不过!

它们的生命力强着呢 !不经过摔

打!哪能学会走路呢% 你看!它们

从不挑食 !给什么吃什么 !大不

了自己跑到池塘 .小河里去弄点

好吃的 * 长大后 !它们对人从不

吝惜/00不论你喂它什么 !奉献

给我们的是一个个营养丰富的

鸭蛋 !而且下完蛋后也不像老母

鸡一样叫个不停 !而是静悄悄地

走开 ! 继续到水里翻它的跟头 .

嬉戏玩耍*

$辅导老师#刘东梅%

我崇拜的人

小记者#邱冠策

编 号#

/015

班 级#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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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他! 头上一丛蓬松的头发!圆

圆的脸上有一些青春痘!但总是挂

着笑容* 他乐于助人!有什么难题

都可以去找他!他一定会竭尽全力

去帮助你* 他!就是我最崇拜的好

朋友000王永义*

王永义的热心肠不用说了*有

一次轮到我们打扫卫生了!早上我

很早就起来了* 刚吃过早餐!我就

朝学校奔去!像兔子一样窜进了学

校* 但到教室的时候!我才发现王

永义正在扫地!椅子都整整齐齐搬

到桌子上了!本来我还以为才
3

点

多!应该没有多少同学来学校!王

永义却来得这么早!而且不该他值

日!他为什么打扫卫生呢% 于是我

就问他!他却说-1没事!我帮帮你

们的忙*2说着就向卫生区跑去'于

是我也赶紧下去帮他的忙'

王永义!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

的人!但他拥有崇高的品格!乐于

助人的品质!光这一点我就很敬佩

他了' $辅导老师#张雪艳%

我的乐园

小记者#邵文利

编 号#

5/46

班 级#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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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乐园很多!但是我最喜欢

的还是我乡下姑姑家的庄稼地'

不必说碧绿的小麦!高大的玉

米!紫红的葡萄3也不必说小鸟在

天空盘旋!蜜蜂1嗡嗡2唱着歌!蛐

蛐躲在草丛里弹琴' 单是栅栏这

一带!就有无限的趣味' 栅栏上有

我姑姑为美化栅栏而种的丝瓜

藤! 上面有很多勤劳的蜜蜂一刻

不停地采花粉! 一派生机勃勃的

景象' 在丝瓜藤空隙大的地方!我

可以玩1打扰了!再见2的游戏' 首

先把身子从栅栏外向内探进去 !

然后腿再进去! 说-1打扰了2!然

后把腿退到栅栏外! 这时说-1再

见2!最后把身子全部从栅栏内退

出来'

冬天的庄稼地比较无味!雪一

下!可就两样了' 我可以用雪做稻

草人' 我先找两根结实而又粗糙

的竹竿! 先把两根竹竿用绳子绑

成十字架!然后找来布!把布做成

一个布兜!分别系在 1稻草人 2两

边的1胳膊 2上 !捧起雪装在布兜

里!再用布做一个圆球状的布兜!

里面装满雪! 画上鼻子和眼睛就

78

了& 从乡下回来!就不能常到

我的乐园了'

$辅导老师#杨红丽%

爱

小记者#罗苏众

编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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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母爱! 世界上的母爱是最美好的

爱'

下午放学了!我回到家中!看家里没有人!我就

先写作业' 晚上六点钟! 妈妈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

了!妈妈开始干起活来!洗衣服.做饭.扫地' 吃饭时!

我们吃新做的饭!妈妈却喝稀饭!我说-1妈妈!我们

一起吃新的饭吧% 2但妈妈说-1我不饿!我吃点稀饭

就可以了' 2这时我的心就像被刀割了一样'

这就是母爱' 母爱是伟大的爱! 是一种自然的

爱!是一种值得珍惜的爱' $辅导老师#张红霞%

严格的班长

小记者#曾璐璐

编 号#

/000

班 级#五$三%班

在我上四年级的时候! 我有一位

严格的班长!他的名字叫王永义'他长

得比我高! 乌黑的眉毛下有一双水灵

灵的大眼睛'他活泼开朗!学习认真严

谨!做事一丝不苟'

有一次! 在一个将要升入五年级

的期末考试前的一个课间! 我急着要

去厕所!可是他就不让我去!我说-1现

在又不是上课时间% 2他说-1把老师布

置的作业做完再去' 2他要让我听写生

字!我就说-1写就写!谁怕谁& 2就这样

写完后他检查发现我有一个字写错

了!就罚我写两行!我写完后!他又让

我背课文!我不会背!他就是不放我出

去'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要求去找

老师!可他不让去!我被他快气哭了!

真是要求太严格了'过了一会儿!老师

叫他去办公室的时候! 我才偷偷走出

去'

这就是我们班的班长! 他不但严

格要求同学们!还严格要求自己!是让

同学们佩服和尊敬的一位尽职尽责的

好班长& $辅导老师#刘东梅%

挑战自我

小记者#秦梦阳

编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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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级#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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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星期一 晴

今天奶奶家显得异常热闹' 丰盛

的聚餐过后!二伯.二娘决定带我和姐

姐去公园玩'此时!我心里甭提有多高

兴了'

一路上!我和姐姐蹦着跳着!在熙

熙攘攘的人流中穿来穿去'来到公园!

我们直奔儿童游乐场' 姐姐要坐小摩

天轮! 可看着悬在半空中不停旋转的

摩轮!生性胆小的我害怕了'一旁的二

娘鼓励我-1男子汉!勇敢点!挑战一下

自我& 2听了二娘的话!为了不让姐姐

笑话!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坐上了

摩天轮' 开始转了!我吓得闭上了眼!

姐姐却忍不住惊叫,,不知道过了多

久!摩天轮渐渐停下来了!我慢慢睁开

眼!只觉得天旋地转!二伯忙把我抱下

来!嘴里不停地夸我棒'虽然当时我心

里仍有些不安! 但还是为成功挑战自

己而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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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老师#段卫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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