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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下午! 老师带同学们去文昌生

态园春游"

我们一走进大门口! 就看到有一块

巨大的石头立在大门中央" 路的两旁有

挺拔刚劲的松树! 松树下有生机勃勃的

三叶草#娇小可爱的兰花草#探头探脑随

时准备拉住小朋友裤腿的苍耳! 山坡上

有满山的孔雀松! 湖边有快乐嬉戏的游

人$$同学们兴奋极了! 一路悠闲地走

着#欣赏着!留下一路快乐的欢笑"

到了文昌生态园中心广场! 我们要

进行拔河比赛"比赛开始了!平时团结友

爱的红蓝双方谁也不手下留情" 红队用

尽吃奶的力气!蓝队也是紧握绳子!使出

全身力气"第一场蓝队胜利"我们的李老

师把我们集合起来! 秘密地教给我们一

个制胜妙招" 第二场开始了!我们按照

老师说的在绳的左右交叉站着 ! 人员

站得很密集" %开始&&&'%加油$$加

油$$'在老师的带动下 !我方拉拉队

有节奏地大喊着为我们助威!我们脚下

用力!手上用尽!咬紧牙关!身体后仰!随

着节奏一起往后退着" 绳子上那胜利的

标志一点一点地朝我方移过来!最后!我

们拼命一挣!胜利了(%我们赢了(我们赢

了( '

在我们的欢呼声中回程的汽车翩然

而至! 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这个令人

难忘的地方" "辅导老师!王沐楠$

我学会了炒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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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看到妈妈做饭! 我的手都痒痒

的!可是妈妈怕我烫着!每次都拒绝了"

有一次! 机会终于来了! 妈妈出门

了!我决定自己做中午饭"

我先拿
!

个鸡蛋!往碗中一磕!放点

盐!然后开始搅拌" 我又打开炉灶!等锅

冒起青烟!把鸡蛋倒进去!炒几下!最后

把鸡蛋盛到碗里"

不知不觉到了中午! 妈妈不知什么

时候已经站到了我身后!惊奇地对我说)

%这么能干(把菜都炒好了('我赶紧把妈

妈推到餐桌旁!把菜端到妈妈面前!妈妈

尝了一口说)%不错!以后妈妈不在家!你

也不会饿肚子了" '

听到妈妈的赞扬! 我心里比吃了蜜

还甜呢"

应聘班级服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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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改善班级环境! 老师让

同学们应聘班级服务员"

应聘开始了(同学小明走上讲台!大

声说)%我有领导能力!可以当班长( '同

学们反抗)%不成(不成(你上课爱搞小动

作( '看到这!我心想)万一应聘不上!多

丢脸呀(老师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微笑

着对我说)%勇敢才对( '我走上讲台!有

礼貌地向大家鞠了一躬!用不高不低#有

感情的语气向大家介绍)%大家好( 我叫

王文倩!我爱劳动!我也有领导能力!可

以当卫生委员" 我保证让大家在舒适的

环境中认真学习! 让大家的学习园地变

成绿色的花园(谢谢大家('说完!台下立

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同意(同意( '老

师高兴地说)%王文倩! 你以后就是我们

班的卫生委员了( '

应聘结束了!我心里甜甜的!因为我

完成了我的一个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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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习惯伴我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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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每个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

习惯!但同学们你知道吗* 养成好习惯会使

我们终生受益" 法国学者培根曾经说过)%习

惯是人生的主宰!人们应该努力地追求好习

惯" '的确!行为习惯就像我们身上的指南

针!指引着每一个人的行动"

你一定知道鲁迅先生吧* 他从小就养

成不迟到的习惯! 他要求自己抓紧时间!时

时刻刻地叮嘱自己凡事都要早做!这样长时

间地坚持下去!就养成了习惯" 这位以%小

跑走完一生'的作家!在世界文学史上留下

了辉煌的业绩" 可见!行为习惯对一个人有

很大的作用!对我们小学生来讲!极其重要"

在我的成长中!有很多好习惯伴随着我$$

在家里!妈妈经常叮嘱我要认真做好每

一件事 !比如)上课认真听讲 !课下认真完

成作业!养成自觉学习的习惯" 我上学从不

迟到!每天晚上写完作业!还都要看会儿书!

还有!讲卫生!不乱扔垃圾
$

不乱花钱等等好

习惯" 在学校!老师告诉我!要养成爱读书#

读好书的习惯!所以每天早上!我早早地来

到学校!一走进教室!就不由自主地拿起书!

头脑里也会习惯性地想到早上应该完成的

%读'和%背')读国学经典!背课文等+中午!

来到教室!静静地看看课外书!做做习题等"

这些都是我的好习惯! 我希望这些好习惯

一直能伴随着我成长"

今日的习惯决定我们的明天" 让我们

从现在做起!从今天做起!养成良好的行为

习惯#良好的学习习惯!改掉坏习惯!做一个

优秀的小学生!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

"辅导老师!王美丽$

游金刀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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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里! 我和爸妈去重庆看望正在上大学

的表哥! 有幸浏览了险峻神奇的大峡谷&&&金

刀峡"

金刀峡海拔
%%&

米! 距重庆市中心
'&

公

里" 游览金刀峡需要
(

个多小时!全程有
)

公里

长呢( 表哥告诉我们在下雨时金刀峡是绝对不

可以去的!因为金刀峡特别险!路是木板钉的!

比较滑!容易出现意外事故"所以我们挑了一个

阳光明媚的天气去金刀峡游山玩水"

金刀峡像一个用金刀劈开的大峡谷! 果然

很险" 走在仿古栈道上!根本不能向下看!下面

要么是悬崖峭壁!要么就是水流湍急的河水"抬

头向上看! 两岸峭壁就像两把锋利的宝剑指向

天空!只留下一线天"在石壁上还挂着一些写有

%快速通过'的警示牌子!可能是因为游人太多!

怕是停留后造成人员拥挤! 仿古栈道承受不住

压力"我吓得顾不上看周边的风景!提心吊胆地

向前走" 走着走着!看到前面站了许多人!原来

大家等着坐船上岸! 据管理人员说这里的道路

还没有修完!只能坐船通过"坐在船上我一直悬

着的心才稳定下来!我不时地往天上看!映入眼

帘的是一块像宝石一样大的石头卡在两壁之

间!像快要掉下来似的"

上岸后!我才发现这
(

个小时走下来!虽然

很危险! 却也很刺激" 这是我第一次行走这么

险又这么远的路程 " 我相信有了这一次的经

历!以后再有艰难险阻的路!我也会有勇气走下

去的"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暖羊羊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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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古老的时候有一片青青草原!那里有

一个羊村!羊村里面有聪明的喜羊羊#贪睡的懒

羊羊#爱美的美羊羊#力大无穷的沸羊羊#喜欢发

明的慢羊羊!慢羊羊是他们的村长" 小羊们和我

们一样天天都上课!每天玩得都很快乐!但他们

有个死对头 &&&灰太狼"

灰太狼的老婆叫红太狼!不久!他们又生一

个儿子叫小灰灰" 他们整天都想着捉羊!但每次

灰太狼都失败了!可是灰太狼却不气馁!毅然执

着地抓羊!真是屡战屡败啊(

怎么才能抓到羊呢* 灰太狼苦思冥想!猛的

眼前一亮)啊( 我要发明一个机器人和一辆坦克"

灰太狼日夜制造!终于发明出来了" 于是!灰太狼

驾驶着坦克!红太狼开着机器人出发了"

只听!%当当当当当'几声!灰太狼来了" 小羊

们撒腿就跑! 没想到慢羊羊跑得慢! 灰太狼一撒

网!暖羊羊看见了猛扑上去!把村长推走了!自己

却被灰太狼抓了" 喜羊羊他们用大炮攻击灰太狼

和红太郎" 灰太狼他们太阴了!用瞬间转移跑了"

然后!喜羊羊开始想办法!没办法!只能强攻"他们

推着大炮走得很慢"

灰太狼一到狼堡就把暖羊羊扔进锅里" 过了

一会儿!暖羊羊被煮熟了!喜羊羊他们才赶到狼

堡" 进狼堡一看!灰太狼正吃着暖羊羊的肉!喜羊

羊吩咐他们开着灰太狼发明的坦克!一炮把灰太

狼他们轰飞了"

他们痛苦地回到羊村给暖羊羊立个碑! 伤心

地哭了起来"

&雷锋月'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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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春暖花开的
*

月! 我们迎来了一年一度的

%雷锋月'" 虽然我经常听妈妈讲雷锋的故事!但究竟

什么是雷锋精神*雷锋到底在哪里呢*我心中还是有

点迷茫" 妈妈似乎看出了我的心事!对我说)%我们一

起出去寻找雷锋吧( '

我和妈妈出发开始寻找%雷锋'" 我们来到地下

广场! 刚进门便看到一位小弟弟边跑边把香蕉皮随

手扔了一地" %这要是谁踩上了! 非摔个狗啃泥不

可" '我心里暗暗嘀咕"

这时有位哥哥走过来! 弯腰把地上的香蕉皮捡

起来!快步走向不远处的垃圾桶"

从超市出来! 我看到一位老奶奶吃力地提着两

桶油!慢慢地往前走" 这时!一位叔叔走过来!对老奶

奶说)%阿姨!我帮你提吧" '%谢谢你!你真是个好人

啊( '只见这位叔叔脸上流下了汗水!却洋溢着欢乐

的笑容"

临近中午!我们决定坐公交车回家!因为是星期

天!车上人很多!我和妈妈只好站在走道里" 算我运

气好!过了一站!碰巧我旁边有人下车!我赶快坐下

准备休息一下" 这时上来一位老爷爷!他颤巍巍的!

汽车猛一开动!他差点摔倒" 我要让座吗* 我看看老

爷爷!又看看妈妈!妈妈朝我微微点点头" %爷爷!您

坐这儿吧" '我毅然站起来" %谢谢你!好孩子( '车上

的人们纷纷投给我赞许的目光" 妈妈也向我竖起了

大拇指!我心里美滋滋的"

回到家!妈妈问我)%今天你找到雷锋了吗* 雷

锋在哪里呢* '我陷入了沉思!雷锋在哪里!雷锋是捡

香蕉皮的哥哥! 雷锋是助人为乐的叔叔$$还有公

交车上让座的我( 雷锋就是我们生活中这些平凡的

人们" 只要有爱心!人人都可以做雷锋" 雷锋精神就

是助人为乐!做好事不留名!帮助别人不图回报!平

凡之中见伟大"

晚上!妈妈陪我观看了电影,雷锋-!我对雷锋

叔叔印象最深刻的不是他做了某件好事! 而是他时

时处处一直做好事" %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

是一辈子做好事" '我们学习雷锋不是做一次雷锋!

而是一辈子做雷锋"

%辅导老师!王春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