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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的爱
小记者!贾朦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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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在妈妈的身上表示的那么真切"这无微不至

的爱"又是那么温暖# 那么甜蜜$

妈妈的爱就像一阵阵清凉的风"夜里热得让人脑子

里总是%嗡嗡&作响'哎$这个晚上"怎么熬过去呢(这时"

妈妈好像猜出了我的心思" 抚摸着我的脑袋说)%宝贝"

睡着了"就觉得清凉了' &我听了后"乖乖地点头'不知怎

么回事"我刚睡了几分钟"果然浑身凉丝丝的' 过一会"

我被扇子扇风的声音惊醒了"就慢慢地睁开了眼睛' 啊$

我惊呆了"原来是妈妈在给我扇扇子"汗水湿透了她的

衣裳"额角上露出豆子大的汗珠'

妈妈的爱是滴落的泪水' 记得有一次"我没听妈妈

的话"早上上学时"少穿一件大衣"放学时"浑身觉得没

有力气"妈妈一见我病得很厉害"连忙抱起我去医院' 在

路上"妈妈抚摸着我那滚烫的额头"焦急地留下了眼泪'

妈妈的爱是遮雨的伞' 有一次下雨天"妈妈去学校

给我送伞"一把雨伞遮在我身上"可她却被淋湿了'

我为我有这么一位妈妈而感到骄傲*自豪$

"辅导老师
%

梁丽$

我的表妹
小记者!杨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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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泼可爱的艺嘉是我的表

妹' 她今年
6

岁"白白嫩嫩的脸

蛋上嵌着一双宛如清泉的眼睛

显得那么天真无邪' 一条%独角

辫&在她的头上摆动' 又给她添

了几分稚气'

艺嘉住在外婆家'可能我很

少上外婆家去吧"每当我到了外

婆家"艺嘉就见了陌生人"马上

把脸埋在的身上"躲在外婆身后

不愿意见我' 外婆搂着嘉嘉说)

%快叫表姐' &她低着头"细声细

气地叫了声%表姐&'

嘉嘉虽然见了生人羞答答

的"可是玩起来那股%野劲&大着

呢"一般的孩子还真比不上她'

有一次"她和她的表哥玩气

球"表哥拿着气球爬到一人多高

的衣柜上"对嘉嘉说
7

%你能拿到

气球吗( &%能$ &她干脆地回答

到'说着"她立即爬上衣柜"可一

不小心"失足跌倒在衣柜旁的沙

发上' 摔得真不轻啊$ 可她不服

气"没有哭"也没有闹"而是继续

向上爬' 爬了又跌"跌了又爬'

她的表哥看不起她' %看你

这样子"别指望爬到柜顶了'&嘉

嘉皱皱眉" 喘着粗气继续爬"终

于爬上去了' 她抱着气球"仿佛

在像全世界宣布自己爬上柜顶

似的"兴奋地跳着"甜甜地笑着"

连头上的%独角辫&也跟着晃动

特别厉害"似乎也在祝贺她的成

功呢'

你别看嘉嘉顽皮"她还挺关

心人呢"每逢她有新玩具"都要

和她表哥一起玩' 外婆病了"她

安慰外婆)%妈妈说"我病了要多

睡觉"吃点药打一针"第二天醒

来后病就好了' 外婆也要快睡

觉"明天起床后就没事了'&她那

小老成的样子逗得奶奶笑起来"

病也似乎好了许多'

嘉嘉啊"我的小表妹"惹人

喜爱的小表妹$我喜欢我的小表

妹$

一次长跑运动会
小记者!程琳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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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儿童节的时侯"我们学校

举行了一次长跑运动会"这次长跑

运动会让我们觉得既开心又很有

意义"同时"也让我们很难忘'

比赛快开始的时侯"操场上人

山人海"同学们把操场围的水泄不

通"当比赛进入倒计时"大家都屏

住呼吸"等待着开始的发令枪响'

第一局"是我们班的王昊参加

比赛' 发令枪一响"王昊像子弹一

样冲了出去"跑着跑着不知怎么回

事"他突然放慢了速度"别的选手

立刻追了上来" 这时王昊又以风

一般的速度追了上去" 大家都为

他捏了一把汗" 离胜利只有一步

之遥时"他一个箭步飞了过去"取

得了胜利'顿时"掌声雷动"喝彩声

不断" 而王昊却累得要倒在地上"

同学们赶快过去扶住了他'

紧接着是第二局"我们班的张

哲参加比赛' 枪响过后"张哲刚开

始有点落后" 对手把他抛下很远"

我们都为他着急" 他也愁眉苦脸"

最后他咬紧牙关使出全身力气往

前冲' 可他太紧张了"刚跑出不远

就一下子跌倒了"当他站起来准备

再跑的时侯" 第二局比赛结束了'

我们都感觉到有点遗憾"不过他已

经尽力了"大家都跑过去安慰他'

第三局"我们选出了一位重量

级选手李宇坤' 这一次枪声刚响"

他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了出

去"对方选手也不甘示弱"他们都

尽力往前冲"快到终点时"他竭尽

全力"说时迟"那时快"他犹如一道

闪电"冲到了终点"取得了成功'顿

时"掌声雷动"喝彩声不断'

那次比赛"我们班以二比一获

得了胜利" 虽然已经过去近一年

了"但那次比赛就犹如发生在昨天

一样"使我久久不能忘怀"因为那

次运动会很有意义"使我也从中悟

到了很多道理'

%辅导老师!田文君$

游九寨沟
小记者!王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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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暑假"我们去了一次九寨沟' 好不容易乘车穿

过了重重叠叠的山"都觉得有点儿晕了'突然眼前一亮"

一个石头上面写着+!!九寨沟' 我们进了门"坐着游缆

车"一边听着讲解员的解说"一边眼睛向外浏览美丽的

景色' 翡翠河*玉带河*虎海*熊猫海*五彩池' 这里的

水面静得像面镜子"绿得像块翡翠'

接着"我们便来到瀑布前' 好一道宽大的屏风$ 有

两三楼层那么高' 清澈透明的水滴"犹如千万滴珍珠从

天而降' 当我走进瀑布时"有好多不听话的小水滴落在

我的脸上"凉丝丝的"被风一吹"如雾*如烟*如尘' 它汇

成一条小河"在石头间"树缝里流淌' 时而宽"时而窄"

时而急"时而缓,,

不知不觉已到中午"我恋恋不舍地坐着游缆车"暂

时离开了这迷人的九寨沟' "辅导老师!凌辉$

笼子里的&闹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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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养了两只鹦鹉" 它们都长有玻璃球般的眼睛"

尖尖的嘴巴和一身漂亮的羽毛'

每天早上"两只小鹦鹉都会叫着嚷着"迎接火红的

太阳' 吃东西时"它们又会你争我抢"嘴里不停地发出吱

吱的声音' 等到它们都吃饱了"就会站在横杆上"不停地

叫'

在我听来"这是多么美妙无比的歌声啊$ 可爸爸妈

妈却说笼子里养的不是两只鹦鹉"而是两只-闹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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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老师!杨慧娟
.

小记者!袁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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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暑刚过十来天"下了两场

雨"天气就有了一丝凉意' 菊花

开了"树叶黄了"大地到处都是

黄澄澄的 "哦$原来是秋姑娘悄

悄地来了$

我们带着一份欣喜的心情

来到郊外' 在路上"我闻到一股

淡淡的清香' 原来是桂花开了$

前面不远处就是一片果园"果园

里有五彩缤纷的果实' 看那柿

子"红的像一盏盏小灯笼"把树

枝压地弯弯的'有的两三个挤在

一起"像是在说悄悄话.有的只

有一个高高的挂在树梢"像是在

站岗放哨" 又像是在静静的沉

思. 还有很多很多躲在密叶之

中"更像是一个个羞答答的小女

孩在微风中曼舞/,秋风徐徐"

满树沉甸甸的果实娃娃们竟玩

起-碰碰车&的游戏来"那样子真

惹人喜爱' 果园里到处香气阵

阵"沁人心脾"真是让人垂涎欲

滴呀$

果园的右边是一大片红薯

地"那绿莹莹的红薯秧盖满了地

面"在那稍有空隙的地方"便能

看到拱开地面*又香又甜的大红

薯"真馋人呀' 果园的左面是一

片豆子地' 豆荚鼓鼓的"被太阳

一晒"有的豆宝宝迫不及待地从

豆荚中蹦了出来'豆子地的不远

处是一大片的玉米地'玉米的叶

子随风摆动着优美的身姿"挂着

棕红色胡须的玉米棒在秋风中

点头微笑"好像在欢迎人们快来

丰收的样子'

迷人的秋色"引动着人们的

双眼尽情欣赏"多么美好的景色

呀$ 秋天是个丰收的季节"秋天

的雨多么宝贵"秋天的风多么凉

爽"秋天的阳光多么绚丽啊$ 秋

天充满了希望"我爱秋天$

%辅导老师!李宇华#

迷人的秋色
小记者!刘昌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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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春天我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一只小狗' 记

得当时妈妈把它抱回家时" 刚往地上一放"它便迫不及

待钻进屋里' 看来它很想看看新家是什么样$

我一看那只小狗"不禁叫到)好一只奇怪的小狗$ 全

身乌黑发亮的毛发"像打过蜡一样' 黑豆似的眼睛"炯炯

有神' 真是漂亮$ 更奇怪的是小狗的嘴"上嘴唇短"下嘴

唇长 '下齿外露"典型的地包天'看上去很可爱$我给它

取名叫皮皮'

皮皮长大了"它变得更加可爱'很是通人性'每当我

放学回家时"它总是飞快跑来迎接我' 摇着尾巴"又蹦又

跳 "嘴里不停发出声音"好像在说)-小主人"你回来了"

我好想你$ &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抱起它和它亲热一会"像

一对久别的朋友'

皮皮不仅和主人亲密"而且爱家' 每当有生人走进

我家' 它都会用它那响亮的声音通风报信 ' 告诉主人有

人来了' 可它从来没有咬过人' 来人都夸皮皮通人性'

有皮皮做伴 "我真幸运$

%辅导老师!赵艳#

给凌老师的一封信

小记者!王晓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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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凌老师)

您还好吗( 工作顺利吗(

您不教我将近有半年了 "现

在身体怎么样"耳朵好了吗(

记得您以前教我的时

候"对我很严厉' 有一次我的

中午作业忘写了" 你不仅很

严厉批评了我" 还给我妈妈

打了电话' 但我不怪您"不记

恨您' 我知道"您对我严厉"

是为我好" 是让我记住这次

教训" 让我不再犯这样的错

误'

凌老师是您培养了我'

在您刚开始接我们这个班的

时候" 就发现我是一个胆小

的孩子' 您为了让我变得自

信起来" 每次活动都让我参

加' 在我第一次参加活动的

时候"我紧张害怕得要死' 您

似乎看出我的心事" 安慰我

说)-不用害怕" 只要经历了

一次"下次再参加活动时"你

就不会害怕了' &就这样"您

让我一次一次的参加活动 "

让我成为了一个胆大自信的

人'

凌老师" 我现在上五年

级了"成绩还可以"谢谢您对

我的栽培$ 在以后的学习生

活中"我会努力学习的"祝愿

您心想事成"合家欢乐"身体

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