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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里的一天! 我和爸爸"妈

妈去了郑州的方特欢乐世界#远远

望去!它就像是一座美丽的魔幻城

堡!我不禁加快了步伐!走入了这

个梦幻世界$

我们第一个游玩项目是乘坐海

盗船$ 上船之后! 我们先系好安全

带!随着船长的一声号令!海盗船动

起来了! 开始是两个
!"

度角的摇

晃! 我还不觉得恐怖$ 紧接着就是

#$

度角的大摇晃! 摇得特别高!感

觉海盗船都快翻过来一样!%啊& '我

尖叫了起来$ 周围的尖叫声也是一

浪高过一浪!感觉真是刺激极了&

在方特一定要玩的项目当然

是飞越极限了$ 我们走进一个圆弧

形的房子!坐在安全椅上!系好安

全带!

%

"

&

"

'

& 我前面的屏幕墙被打

开了!安全座椅被推了出去!我们

畅游在蓝天和白云上!很快眼前一

片森林
(

我正冲着树林飞去
(

吓得我

大声喊叫$ 飞机突然急剧上升
(

越

过林梢! 来到了法国埃菲尔铁塔!

我与铁塔擦身而过$ 神情未定!美

国的自由女神像又迎面飞来!我下

意识低头躲闪!好险呀& 北京的故

宫"美丽的香港夜晚((一切美景

尽收眼底$

我们还参观了现代电影魔术

大揭秘"嘟比岛历险"逃出恐龙岛

等等
(

充满了乐趣$

旅游结束了& 妈妈在门口的旅

游商店给我买了顶海盗船长的帽

子留作纪念!我好喜欢$ 方特!我还

会再来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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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 !是一门高雅的艺术 !它可以锻炼体型 "

培养气质"净化心灵"陶冶情操$ 可谁知道!在舞出

美丽"精彩的背后要付出多少辛苦!遭遇多少挫折

呀$

暑假里的一天! 我们排了一个月的朝鲜族集体

舞)娃娃*就要汇报演出了!我格外开心$演出的前一

天!我们从早上开始排练队形和动作!一直练到晚上

)

点$ 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
'*

个女孩争取把每个

动作都练得接近完美$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在练习最

后的翻滚动作中!我的头顶不小心磕在地上!顿时鼓

出一个大包来!一阵剧痛袭来!我蹲在地上捂住头!

眼泪不听话地往下掉$ 老师和伙伴们都走过来安慰

我$ 老师帮我涂了些碘酒!等我好些后!老师还把我

送回了家$ 妈妈看到我这惨样!心痛地说+%好宝贝!

你还是休息一下吧!别跳了
+

'我倔强地说+%不&我不

怕苦& 我爱跳舞& 为了跳舞!我愿意付出& '

第二天!是演出的日子$我们
,

点就到了人民大

会堂!因为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节目$人民大会堂里人

山人海!有家长!也有观众$ 成百上千的人要看我们

的演出!还真让人觉得紧张$ 老师给我化了妆!并帮

我扎了一个朝鲜族辫!我换上了朝鲜族红裙子$随着

主持人宣布演出开始!舒缓优美的音乐响起来!五颜

六色的灯光亮起来!幕布徐徐拉开!顿时传来了观众

们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一听到掌声!我心里更紧张!

同时心里暗想+一定要演好&

在优美的音乐的伴奏下!我们
'*

个伙伴一起上

台$ 我们一边跳!一边默默地数着节拍!并牢记着老

师对我们的告诫+眼睛的余光瞄着两边的伙伴!动作

努力地与大家保持一致! 脸上始终保持着微笑$ 随

后!我的脚步越来越轻盈!心情也越来越放松!感觉

自己就像一只天鹅在舞台上翩翩起舞((我们的舞

蹈赢得了观众一次又一次热烈的掌声&走下舞台!我

们拥抱在一起! 庆祝演出成功& 妈妈搂着我微笑着

说+%我女儿跳得真棒& '听了妈妈的夸奖!我也由衷

地笑了$

这次汇报演出!让我明白!要舞出美丽,舞出精

彩! 必须付出不懈的努力! 甚至还要面对艰辛和挫

折$ 这次舞蹈表演使我深深地懂得了%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这句至理名言的深刻含义$

%辅导老师!于慧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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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宣布星期五下午我们班

要举行%班级招聘会 '!招聘
*

位

值日班长!我既高兴又紧张$ 当看

到值日班长在讲台上带着学生领

读!我既羡慕又向往!这次正好有机

会竞争这个职位! 我不禁暗暗下决

心!一定要参加&但想到第一次上台!

不免会感觉有些紧张$

星期五下午第二节课!活动正式

开始$罗韶文成%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他率先走上讲台! 大大方方地展开他

的竞选稿朗读起来$他先引用了拿破仑

的一句名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

好士兵$ '一句话赢得了同学们的一阵热

烈的掌声! 然后他将当上班长以后的具

体做法向大家作了介绍$ 铿锵有力的声

音让我们对一向沉默的他另眼相看$ 马

上轮到我了! 我心里怦怦地跳! 手心出

汗! 腿还有点儿发抖$ 但我默默鼓励自

己+既然你决定参加了!就不要放弃!当

班长是你的愿望! 今天是实现愿望的好

机会!要好好表现!你要加油& 深吸了一

口气!我鼓起勇气走向讲台!这时教室里

安静极了!大家的眼睛都盯着我$ 我拿着

自己写的竞选稿高声朗读起来+ %敬爱的

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要

参加值日班长的竞选((' 教室里响起

了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 大家都用敬

佩的眼光看着我$ %我希望大家能投我一

票!我会开展一些活动!如演讲"朗诵等

等!为全班同学服务$ 让我的童年日记里

留下为全班同学服务的美好回忆吧& '我

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心里平静"坦然了

许多$ 看到老师向我投来赞许的目光!

我抬起头来!看着别的同学一一上台!

感觉我的演讲一点儿也不比他们差!

相信会有很多同学选我$ 有近
&-

位

同学参加了竞选活动! 更加激动人

心的投票活动开始了! 章小溪和罗

韶文的票数交替上升!我的票数在

第三和第四名徘徊$ 结果终于揭

晓了! 我榜上有名! 太令人兴奋

了&我渴望当班长的愿望终于实

现了& 我为自己喝彩&

通过这次活动!我体会到了

成功的快乐!我相信一句话+%鼓

足勇气!敢于挑战!你一定会成

功& '

"辅导老师!于慧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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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最美丽的声音 !便

是母亲的呼唤 $ 母亲在哪儿 !

哪 儿 便 是 我 们 最 快 乐 的 地

方$

从小到大!妈妈都在无微不至

地关心我"照顾我!尤其是在我生

病的时候! 妈妈更是寸步不离地守

护在我身边$我没有尝到过苦和累的

滋味!更没有深刻地体会过父母对我

的养育之恩$

去年暑假的一天 !一大早 !爸爸 "

妈妈就把我送到小姨家 !然后去办事

了 $ 哈哈 !终于 %解放 '了 !能脱离他

们的管束 !我求之不得呢
+

谁知道 !我

在小姨家一住就是十几天 !他们也没

来接我 $ 在我的一再追问下 !小姨告

诉我说 + %你妈妈住院了 !要动手术 !

怕你担心才没告诉你 $ '听到这个消

息 !正在撒欢的我一下子便闷闷不乐

了((

妈妈手术后!小姨带我来到医院!看

着躺在病床上面容憔悴的妈妈! 我呆住

了!那一刻!我第一次感悟到了亲情的可

贵!我眼中闪着泪花!心中默念着+妈妈!

快好起来((

几天后!妈妈出院了!可她的身体仍

然很虚弱!有时自己都不能起床$

.'

年来 ! 我每天过着无忧无虑

的生活 !我可曾关心过父母的身体 -

可曾想到过他们累不累 - 可曾服侍

过他们((

爸 !妈 !今后如果你们有哪儿

不舒服! 告诉我! 让我照顾你们

吧& 也许在今后的生活中 !我还

会流露出对你们的依恋 ! 正是

妈妈手术之后再次让我感受到

生命的真谛 !唤起了我对父母

的感恩之情 $ 这是一个即将

长大的孩子心地最纯真 "最

美好的感情&

"辅导老师!于慧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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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里每天发生的趣事就像五

彩斑斓的梦和玲珑剔透的珍珠 !使

人留恋!使人向往$

那一天!天气不热!对于我...

这个爱睡觉的懒猫来说简直是天赐

良机! 都
#

点了! 我还在和周公交

流$ 妈妈使出浑身解数都不能把我

拉下床! 这时老爸凑过来+%想不想

杀一盘- '我一听!一个鲤鱼打挺跳

了起来+%来就来!我才不怕你呢& '

我们摆好棋盘$ 我选择了红色

的一方!爸爸选择了黑色的一方$ 我

的炮往中间跑!%哗啦啦& '外面下起

了小雨!接着!轰隆隆的雷声掩盖了

雨声! 但我们的心思全部放在棋盘

上了!都没注意下雨的事$ 爸爸的马

守在那里! 接着! 我的兵前进了一

步!但是我只攻不守!我的马被爸爸

小小的一个兵给吃了$ 爸爸发起进

攻了!%战火连天'$ 他的炮不断发起

进攻 ! 这时我真是孙悟空大闹天

宫...慌了神$ 怎样才能下赢他呢-

我想了一个办法!先让他轻敌!接着

我再吃了他的将$ 于是!我先故意把

车移上!他则用士守住/我把炮移到

中间!他则用另一个士守住/我把马

移到一个点上!他也没太注意!就用

车吃掉了我的相/ 我故意用车吃掉

他的士!大事不妙!他赶紧把将往上

移!可是!他没想到我的马早已守在

下面等着他的将落网$ 终于!这盘我

赢了$

下棋不仅给我带来了无穷的

欢乐! 还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如

果大意的话! 就会输得一败涂地 !

只有全心全意地去下!才能赢得精

彩$

%辅导教师!单玉红#

舞出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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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爱美的女生 !

但是身上的几颗黑痣让我有

些烦恼!最让我气愤的是!它

们连我漂亮的手指都不放

过$

在我右手中指的关节

上! 有一颗芝麻大小的黑痣

最碍眼! 每次看到它在我洁

白的手指上!我就生气$ 终于

有一天! 我忍不住告诉爸爸

多想把它去掉! 而爸爸看了

一下!笑道+%哇!你什么时候

戴上戒指啦$ '我纳闷极了!

心想!我正不想要它呢!爸爸

还说得这么好听$

爸爸好像看透了我的心

思!说+%你看!那难道不像一

颗0黑宝石1吗- '我立刻醒悟

过来!从那以后!我特别喜爱

它! 再也没有把它去掉的想

法了$

你瞧 !我多幸运 !这真

是上帝赐给我的价值连城

的宝贝呀& 我一定要好好珍

惜它&

%辅导教师!吕小宁
L

黑痣变成&黑宝石(

方特快乐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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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
'-

岁!已经
)"

斤!光荣地步入%胖墩族'

行列!妈妈说我体重严重超标!要帮我减肥$

这天一大早!我就被叫醒了!揉揉惺忪的睡眼一

看!才
*

点& 我抗议起来+%也太早了吧& 我上学的时

候!

*

点半才起床呀& '妈妈干脆利索地回答+%要想

减肥!就得辛苦&从今天起!每天跑
!-

分钟$'抗议无

效!我只好起床$洗漱完毕!我跟在妈妈后面!来到河

堤开始跑$ 才跑了几分钟!我就上气不接下气了!跑

跑停停$妈妈在前面催促我+%你要这么跑!根本减不

了肥$ 想减肥就快跑起来& '我坚持跑了
&-

分钟左

右!全身的衣服已经被汗水浸湿了$ 实在跑不动了!

我就蹲在路边! 一边喘气一边求妈妈+%让我坐在椅

子上休息一会儿吧&'妈妈鼓励我说+%减肥需要付出

努力!汗水就是代价!挺住&坚持可以改变人生!坚持

也可以改变体型$'听了妈妈的话!我又站起来跑!用

了
!-

分钟!沿着滨河公园跑了一圈$ 在以后的日子

里!妈妈就这样陪着我苦练$ 在不知不觉中!我爱上

了跑步$

减肥不仅需要活动!还得节食减荤$晚饭能吃两

个馒头的我!现在只吃一个$ 才吃半饱啊& 等我再去

拿时!手碰到了妈妈的筷子!只好缩了回去$唉!为了

减肥!忍忍吧& 更难以忍受的是+我现在一个星期只

能吃一次肉&这对我这个喜欢吃肉的馋猫来说!太难

做到了& 但是为了我的减肥计划!我拼命忍着$

一个月后 !我捂住眼睛 ,屏住呼吸 !踩上电子

秤! 当我的手慢慢移开! 看到电子秤上醒目的
)-

斤时!我激动得手舞足蹈!居然减掉了
"

斤& 太棒

了&

为了庆祝我的减肥初见成效! 妈妈特意做了几

个我爱吃的菜!有红烧排骨,番茄炒鸡蛋((我刚想

犒劳一下自己!且慢!减肥尚未成功!本人还需努力!

我只吃了一点儿肉就放下了筷子$

减肥活动虽然很辛苦! 但是看到镜子里苗条了

一圈的身材!我感觉自己的辛苦得到了回报$这个假

期真是个快乐的有意义的假期&

%辅导老师!于慧丽#

暑期减肥记

暑假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