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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在我心中
小记者!李怡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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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中国! 因为她是我的祖

国"我们都是炎黄子孙!都是龙的

传人!爱我们的国家!不需要任何

理由"

祖国是长江# 长城# 黄山#

黄河 ! 是邓小平亲手栽种的那

棵高山榕 ! 是张钰哲发现的那

颗中华星 !是许海峰 $零 %的突

破&&

翻开中国五千年的历史 !

仿佛感受到了祖国母亲那海纳

百川的大度 ! 气吞山河的豪

迈 "

当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祖国锦

绣山河的时候! 每一个有良知的

中国人! 为了心中神圣而不容侵

犯的祖国!他们在黑暗中摸索!在

屈辱中抗争"

文天祥说过'$人生自古谁无

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说

过'$苟利国家生已死! 其因祸福

避趋之" %

如今的祖国!拥有记载沧桑

的长城 !但仍然顽强 (拥有书写

历史的黄河 ! 却又何等自信和

骄傲 (拥有惊涛拍岸的长江 !却

也永远挥洒着无边无际的情

怀"

这就是祖国母亲生命的精

髓!历史的赋予"

中国 )一个响亮的名字 !一

个让世界震撼的名字 ! 一个让

无数中华儿女为之骄傲的名

字 " 作为新时代的少年 ! 我们

要用自己的力量去描绘祖国未

来的蓝图 ! 将一片赤心献给祖

国 "

祖国在我心中! 祖国在你心

中!祖国在中华儿女心中)

秋天的图画
小记者!王启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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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来了! 这般美景就像一

幅美丽的图画"云朵雪白雪白的!

像一朵朵棉花浮在天空中" 天空

碧蓝碧蓝的!像蓝色的大海!显得

天空更高了" 大雁排成$一%字形

的队伍向南方飞去" 秋姑娘已经

来到了人间"

公园里! 一排排松树像一个

个勇敢的战士守在自己的岗位

上"银杏树的叶子纷纷落下!$唰!

唰%!好像还不想离开树妈妈的怀

抱"枫树的叶子像火苗在燃烧!又

像一只只红蝴蝶飞舞着" 菊花的

颜色五彩缤纷!有橙黄的!有紫红

的!还有金黄的&&

道路两旁! 梧桐树的树叶纷

纷落了下来! 踩在脚下发出 $沙

沙%的声音"

田野里! 高粱举起燃烧的火

把!稻穗儿笑弯了腰!玉米乐开了

怀&&远远望去! 田野成了金色

的海洋"

果园里! 苹果挂在树梢!像

一个个害羞的小姑娘" 鸭梨黄澄

澄的!像金灿灿的小葫芦" 石榴

则像一个个顽皮的孩子!咧开嘴

笑了" 葡萄像一串串紫珍珠!晶

莹透亮!随你去摘" 柿子树上挂

起了火红火红的灯笼"

秋姑娘来了! 她带给人们的

是丰收和喜悦"

%辅导老师!郭霞$

期中考试后的反思
小记者!巩佳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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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这天! 是最让我紧张

激动的一天! 因为这一天要公布

期中考试的成绩" 我这一次考得

怎么样*是很差还是很优秀*这个

问题很快就会得出答案"

上午第一节课要公布数学成

绩!这次考得好!我自然很高兴!

要是考得不好! 回到家又会被妈

妈批一顿"

老师开始发卷子了! 不一会

儿 !我的 $惊喜 %就发下来了 !一

看!啊!

33

分)太激动了"顿时!我

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只因为

一个小小的失误! 我离
455

分又

远了一步! 这样的毛病我一定要

改掉才行啊)

下午 ! 语文成绩也要揭晓

了 ! 我对语文还是挺有把握

的 " 上课铃响了 ! 马老师拿着

期中考试卷走了进来 ! 班里顿

时炸开了锅+++$哎 ! 快看 !老

师拿着卷子来了 ) % $哎呀 !这

次肯定考得不怎么好 ! 等着受

批评吧 " %同学们议论纷纷 "

马老师开始发卷子了 !老

师说 ' $先发考
35

分以上而且

卷面基本没有墨疙瘩的 " %我心

想 '糟了 !我的卷子上有好多墨

疙瘩 !怎么办呀 * 老师读完基

本没有墨疙瘩的 !又开始读
35

分以上 !卷面墨疙瘩多的 " $凌

小鱼 !

34

分 " %老师念到了同桌

的分数 !念完她的 !紧接着就念

到了我的了 " 老师把我的卷子

展开让全班的同学看 !$看这些

墨疙瘩抹得 !这啥意思啊 * %马

老师批评道 "我顿时低下了头 !

不禁愧疚了起来 "

3678

分的好成绩 ! 可是由

于这些墨疙瘩 ! 却让我高兴不

起来 ! 真是小错误酿成大失误

呀 )以后 !我一定要改掉这个坏

习惯 ! 争取让每次的试卷都干

干净净的 " "辅导老师!马清华$

小刺猬和老山羊
小记者!黄培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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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

子!也是老山羊的生日" 老山羊

最好的朋友小刺猬一大早就起

床了!它准备去为老山羊祝贺生

日"

一路上! 小刺猬十分开心!

它左看看 #右看看 !忽然发现路

旁有一棵十分高大的苹果树!树

上结了很多又红又大的苹果!令

它馋涎欲滴" 小刺猬想'$这树上

的苹果又红又大! 一定很好吃!

如果我把苹果摘下来!作为生日

礼物送给老山羊!它一定会十分

高兴" %于是它就试着爬上树去

摘苹果!可是这棵苹果树实在太

高大了 ! 而且小刺猬也不会爬

树!每爬一段就会滑下来" 小刺

猬又想了一招!它想通过撞苹果

树把苹果给震下来!但它的身材

实在太矮小了! 力气也不够!一

连撞了十几次!树上的苹果还是

纹丝不动" 小刺猬绞尽脑汁也没

想出更好的办法来 !于是 !它决

定去请老山羊帮忙"

小刺猬来到老山羊家时!老

山羊正在庭院里干活" 看到小刺

猬气喘吁吁地跑来! 老山羊急忙

问 '$怎么这么累 ! 发生什么事

了*%小刺猬就将整个事情的来龙

去脉详细地讲了一遍! 并说明了

自己的来意! 老山羊听后决定帮

小刺猬的忙"

小刺猬和老山羊来到了苹

果树下! 老山羊看了看苹果树!

然后倒退了几步!猛地向苹果树

冲了过去" 只听$嗵%的一声!苹

果树剧烈地摇晃了几下!苹果就

$啪 %#$啪 % 地落了下来 " 接下

来! 老山羊又撞了几下苹果树!

地上的苹果越来越多了"小刺猬

高兴极了!它在地上一连打了几

个滚儿!把苹果都扎到了自己长

长的刺上!并把苹果运到了老山

羊家里"

他们俩吃着又脆又甜的苹

果!度过了一个愉快的生日"

万圣节的狂欢
小记者!党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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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万圣节! 我们班许多

同学都带了糖果!有草莓味的#苹

果味的#香蕉味的#还有巧克力味

的&&

上课前! 我把自己带的糖分

给周围的同学们一些! 又抓了一

把水果糖向离我远一些的同学扔

去! 那边的同学收到了我的 $祝

福%,好吃的糖果-! 都高兴极了"

不知哪个顽皮的同学向我们这边

乱丢糖果! 我也收到了好多 $祝

福%"我的同桌也抓起一大把糖向

天花板丢去!顿时天上下起了$糖

果雨%!同学们快乐极了"忽然!我

看见一群同学围着一位同学要糖

果!我也加入了要糖果的队伍"过

了一会儿后! 我就收到了一大把

糖果! 我把它们都装进了我的小

口袋"

张老师若无其事地站在讲台

上看着我们! 一会儿! 我们玩累

了! 就坐在凳子上! 安静了几秒

后! 张老师问我们'$什么是万圣

节*%有一个同学说'$万圣节就是

吃糖果的节日吧*%班里顿时响起

了一阵大笑! 我旁边的同学笑得

直拍桌子" 一位女同学举起了她

的小手!张老师叫起了她!她说'

$万圣节就是西方的.鬼/节!这一

天!人们会把自己打扮得.鬼模鬼

样/的!到处举办狂欢派对"%张老

师奖励了她两颗糖!她十分开心"

小白兔的长尾巴
小记者!程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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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里住着一只小白兔!它

觉得自己的尾巴太短了! 就去请

教小猴子! 怎样才能让尾巴长得

长一些" 小猴子说'$我不知道" %

小白兔又去问小狗! 小狗说'$我

也不知道" % 小白兔再去问小鸭

子! 小鸭子说'$你想让你的尾巴

长长吗*我给你一瓶药水!你回去

喝了它!一个小时之内不要喝水!

你的尾巴过几天就会长长了"%小

白兔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回到家!小白兔按照小鸭子

说的方法 ! 马上把药水喝了下

去" 几天以后!小白兔果然长出

了一条长长的尾巴!它高兴地喊

道 ' $我也有一条长长的尾巴

了) %大家听到小白兔的喊声!都

很惊讶! 赶紧跑到小白兔家里!

想看看小白兔的长尾巴" 小白兔

高兴地开门迎接大家" 小伙伴们

看到小白兔的长尾巴!都开心地

跳了起来"

几个月后的一天!小白兔突

然大叫起来!原来是它的长尾巴

不见了 ! 小白兔难过地哭了起

来" 这时大家都过来安慰它!让

它不要伤心"正在这时小鸭子来

了!它说'$药水的有效期只有几

个月!过了有效期就会恢复原来

的样子" 长尾巴虽然好看!但是

这几个月也给你的生活带来了

不少麻烦 !不是吗 * %小鸭子又

说 '$每一个人的尾巴都有它的

作用 !突然长长或者变短 !都会

给生活带来不便" %听了小鸭子

的话 !小白兔仔细想了想 '也是

的 !以前赛跑我总是第一 !跳得

也很高 ! 可自从有了长尾巴以

后 !我没有以前跑得快了 !也没

有以前跳得高了" 想到这里!小

白兔不哭了!可还是不高兴" 小

鸭子又说'$现在长尾巴没有了!

是不是感觉又回到了从前!很轻

松呀) %听了小鸭子的话!小白兔

跳了跳 !果然跳得很高 !感觉也

很轻松"

小白兔说'$可我还是很喜欢

长尾巴"%小鸭子说'$我们大家还是

觉得你的短尾巴比长尾巴更好看!

更适合你" %小白兔看看大家!大家

异口同声地说'$是的"%小白兔开心

地笑了!大家也开心地笑了"

故事讲完了!同学们是不是

从故事中领悟到了一些什么

呢*

"辅导老师!许锦娟$

高傲的&鹅老爷'

小记者!张和

编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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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鹅并不是我家的鹅! 而是我在

上学路上遇到的一只鹅"我发现!它的高

傲并不亚于0白公鹅1里的$鹅老爷%"

这位$鹅老爷%身着雪白的$礼服%!

一双黑黑的小眼睛虽然只有绿豆般大

小!但炯炯有神"身上的羽毛像丝一样光

滑#细腻" 橘黄色的脚支撑着整个身体!

脖子总是挺得直直的!透着一种高傲"

这位$鹅老爷%一出门!就有一群$鸭

侍从%等着" 一见$鹅老爷%!鸭子们就叫

了起来!好像是臣民们在拜见皇上" $鹅

老爷%走到哪儿!那群鸭子就跟到哪儿!

真是派头十足啊)

$鹅老爷%的高傲还表现在它的步态

上"我第一次看见它时!它正好站在我的

前面!我原以为这家伙会给我让让路!可

它看见了我!却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气

死我了) 我只好绕了过去!回头一看!这

家伙走路仍那么傲慢!大模大样的!活像

一位$大亨%"

而且!这 $鹅老爷 %还有点 $不知好

歹%!在它$用膳%时!我扔给它一片菜叶!

它吃完了菜叶!不但没有感谢我的意思!

竟然还斜视了我一眼! 好像我是在巴结

它)

;

辅导老师!王丽
<

&鬼屋(历险记
小记者!华子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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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我去北京玩儿了一周!最令我

难忘的地方是北京欢乐谷"

那天! 天气晴朗! 空中飘着几朵白

云!早上
8

点钟!我们便乘车向欢乐谷进

发了"

汽车刚到欢乐谷门口! 我们就争先

恐后地跳下了车"待导游买完票!我们就

好像一头头脱缰的野马! 奔向梦想已久

的欢乐谷"

一进欢乐谷! 我们就被五花八门的

游乐项目吸引了!不知道先玩儿哪个好"

因为早就想闯一闯欢乐谷里的 $鬼屋%!

于是我便和我的好朋友陈哲文一起进入

了$异域魔窟%"

刚进去时!只见里面阴森森的!十分

恐怖!我和陈哲文都惧怕了三分!但后面

的人已涌了上来!容不得我们考虑太多!

只得勇敢地闯进去"每走一步!我们都恐

惧万分!$鬼屋%里不时喷出一股烟!还听

到像$鬼%一样的叫声!我们的心都提到

了嗓子眼儿!不知后面还有什么样的考验

等着我们"

怀着忐忑的心情!又转过了几个弯之

后! 我们突然碰见了一个长爪子的 $真

鬼%!见到每个人都要抓一下"我也没能逃

过他的 $魔爪%! 陈哲文吓得拉住了我的

手!我也吓得不知所措"这时!前面有位阿

姨对我们说'$害怕了就拉住我的手" %于

是!我们拉着这位阿姨的手!才算逃出了

阴森恐怖的$鬼门关%"

我一直拉着前面那位阿姨的手!生怕

还会碰到什么" 这时!也不知是谁先带头

唱起了国歌!于是!我们便一起唱国歌为

自己壮胆"经历了重重$考验%!我们终于

走出了$鬼屋%" %辅导老师!田君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