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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我的家乡是一个不富裕

的小乡村"

虽然路不是柏油路!房子也比不

上高楼房!但是在我的心里它比城市

美得多"

不管从家到农田! 还是到集市!

在路上伴随着你的一直都是高高的

大杨树" 他们粗壮#挺拔!笔直的干!

像一个个强壮的护卫" 特别是在夏

天!人们在树下乘凉!玩游戏!下棋!

睡觉!生活也是多姿多彩"

我记得家乡还有一片小树林!一

棵棵细而直挺的无名树在空阔的草

地间拔地而起" 树上有鸟儿在唱歌!

树下有刺猥在觅食"在阳光明媚的天

气里!小朋友们在林间做游戏!奔跑!

可一定要注意不要跑丢了" 一到晚

上!就有一种鸟在树上鸣叫!那声音

却是$咕咕%的!把我们那里的小朋友

可吓坏了!晚上都不敢睡觉" 我还记

得我家的麦田!一到秋天!金黄的麦

穗在风中荡漾!我快乐地奔跑在麦田

里!享受着秋收的喜悦" 家人们也纷

纷拿着工具! 在阳光下辛勤的收割

着"记忆最深的!就是门前的大树桩!

上面刻画着许多人的名字!那是姐姐

毕业时同学们刻得!那一天!他们都

依依不舍的回到自己的家乡!让那棵

大树桩记下了他们永久的友谊"

有一次! 妈妈和邻居吵翻了天"

从那以后! 我就被爸妈带到了大城

市!见了柏油路!见了大高楼!见了大

学校!见了红绿灯&&&&&&可是!我却

失去了大杨树!失去了好朋友!失去

了只能在家乡才能得到的所有东西"

只能在我的记忆中寻找家乡"

记忆中的家乡是我最美好的家

乡!我永远都会爱我的家乡!不管它

变成什么样' !辅导老师"王国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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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克士杯%$喜看周口新变化%

周口&我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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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美丽的周口#可爱的周口#

迷人的周口#变化着的周口"

我们家门前的文昌大道!直通淮

阳" 两条长长的护栏!像两条白色的

龙!伸向远方"高高耸立的路灯!在夜

晚像一个个灯笼一样闪着亮光!迎接

着夜晚回家的路人"它让人们可以通

往周师#新建的人民公园#体育馆#新

区#图书馆和八一大桥!给附近的民

众带来了方便"

文昌大道上的周口公园!是我最

喜欢的地方" 来到公园抬头一看!就

会看到一座宏伟的大门!上面写着四

个大字(周口公园"进入公园!先会看

到一个大广场!左右有飞机和坦克的

模型!虽然不是真的!但我却有种想

上去开开的想法" 沿着广场往前走!

会看到一座用大理石建的小桥"走过

小桥!会看到一个六边形的大理石广

场!上面还用大理石做的观众席" 里

面还有用木头做的桥!在桥上可以看

到像镜子一样的人工湖!里面有许多

水草和小鱼!小鱼们游来游去!十分

自在"湖对面!有一座假山"在通往假

山的路上有许多石头"

新建的体育场内有两座体育馆!

在夜晚彩灯的映照下十分美丽"进入

露天的体育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体

育馆宽阔的操场和围绕操场的观众

席!向上望去!可以看到漆黑的天空

在灯火的照耀下像白昼一样"另一座

体育馆!在晚上不开放" 在这个体育

馆外面的一周有许多健身器材!是人

们锻炼的好地方"

新建的图书馆! 在蓝天的映照

下!显得十分宏伟壮丽!好像顶着天

空" 外面的大广场!全是用大理石铺

的!只有大门处有彩砖铺的" 外面还

有一个车棚带有电源!给离得远的人

们带来了方便" 进入图书馆东门!一

楼有一个很大的图书室!里面的图书

各种各样" 西边南边有民族文化馆!

博物馆!和科技馆"

夜晚的八一大桥!从远处看灯火

把它映照的像一条金巨蟒!像一条金

色的火龙" 从近处看!四座耸立的灯

塔!像卫士一样守护者大桥" 灯塔和

桥上栏杆的花纹十分精美!听说有着

吉祥的含义" 汽车行驶在宽广的路

面!不会在上下班的高峰时堵塞"

周口!我的家乡!我的快乐天地!

我最爱的地方"

!辅导老师"赵雪丽'

小记者"邱允晨

编 号"

!"#$

学 校"建设路小学五!

%

'班

周口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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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是个现代化的城市!它是我

的家乡!从我看到周口的第一眼起!

周口就一直在变化! 那些拔地而起

的新楼宇随处可见" 近几年!周口又

陆续建了图书馆! 博物馆! 体育馆

等! 这些地方给周口市民带来了不

少欢乐"

记得那一年!周口图书馆刚建好

不久! 妈妈给我办了一张图书证!我

每天抽空看书!基本保持一个星期换

一次书" 去换书!时间都浪费在了来

回的路上" 天暖和还好一点!可以骑

自行车去!可到了冬天!寒风刺骨!骑

上车手都哆嗦! 再加上骑车子的风!

那才更冷!这时我会想(如果有一辆

公交车通往图书馆该多好啊' 真是

$梦想不负有心人%!很快!图书馆附

近来了几位新$朋友%)))公交站牌!

是它给人们带来了无限方便!再也不

用骑车去了!也省了不少时间"

周口最近又建了八一大桥!新大

桥*周口最近修了几条路*周口最近

的环境也越来越好"

周口!它越来越好!越来越现代

化!这样的现代化发展!给周口市民

们带来了不少幸福!不少欢乐"

!辅导老师"徐伟丽'

小记者"陆玢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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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多年不见面的阿姨从

外乡回来过国庆节" 一家人团圆!说

说笑笑好不热闹!她离开家乡十多年

了!很想看一看周口的新面貌" 阿姨

特邀我做她的向导! 我欣然同意!就

让我们一起找寻阿姨往日的记忆吧'

阿姨过去住在西大街!我们首先

就去了那里"昔日的街区现已改变了

模样!笔直的街道呈现在眼前!道路

两侧是一幢幢高楼大厦! 整洁而亮

丽"我们看到滨江国际星城居民小区

时仿佛置身于大都市! 花园式庭院!

宁静而舒适"登高眺望(滨河公园#人

民公园# 沙颖河风光与社区美景!尽

收眼底"阿姨激动地说($我若不在它

乡定居!或许这里就是我的家了" %

谁不说咱家乡美!最美不过家乡

水"我们走上大闸桥!忽然!听到一阵

$哗#哗%的轰鸣声!连忙向下看去!只

见一股清泉飞泻而下! 洁白无瑕!卷

起朵朵浪花"它们欢笑着而后又平静

下来再缓缓顺流而下"呼吸着清新的

空气!我们久久不忍离去" 过了很大

一会!我们才沿着九曲十八弯的河滨

前行!这里处处绿树成阴!楼台亭阁#

雕塑艺术层出不穷! 令人目不暇接"

一路走来!中州路大桥#八一大道桥#

大庆路大桥#沙河大桥一座座气势宏

伟的大桥!像一道道美丽的彩虹凌驾

于沙颖河之上成为城市中一道最亮

丽的风景线"

跨越沙河大桥!我们来到了周口

东新区" 我迫不及待地给阿姨介绍(

这里我最熟这里悉" 瞧!这是报业大

厦!对面是建业&森林半岛小区"那儿

有体育场#博物馆#图书馆"再前行就

是周口公园!最东面是文昌生态植物

园++这些都是近两年开放的!它们

好似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东新

区的大地上! 已成为周口新的地标

了"这里不仅风景如画而且有着独特

的韵味和魅力吸引着许多人们前往

浏览#观光++

阿姨一边看美景一边赞叹($蓝

蓝天空白云飘! 清清河水轮渡跑*汽

车飞驰人如潮! 连南贯北八方到*衣

食住娱无忧愁! 咱老百姓满脸笑*家

乡风景换新貌!幸福生活更美好' %听

到阿姨情深意切的话语!我深深地感

到她对家乡的热爱和那份恋恋不舍

地故乡情意" !辅导老师"张玉红'

小记者"孔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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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人民公园!大家是在熟悉不

过了!可就在这熟悉的公园里!有一

个人工湖! 原先是一个破旧不堪湖!

可现在它变了!变得更加漂亮了'

人民公园可是一个景色怡人的

好地方!它位于市区西部#中医院对

面" 进入公园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一块儿又大又壮观的黄色大理石"

上面刻着栩栩如生的四个大字$人民

公园%" 登上假山!公园的景色!一览

无余" 假山正北方就是一个清澈见

底#波光粼粼的人工湖" 论秀媚!它比

不上长湖天真自然!楚楚有致*论宏

伟!它比不上太湖烟霞万倾#气象万

千* 它既没有钱塘江那样气势磅礴#

引人注目* 也不如西湖那样水平如

镜#举世闻名" 但是在周口!也是难得

一见的秀水" 它绿的似一块碧玉!静

得像一面镜子!各种各样的游船在水

面上行驶!顽皮可爱的米老鼠聪明活

泼的唐老鸭! 呆头呆脑的阿笨猫!个

个栩栩如生!使人打心眼里喜欢" 看

到这些各式各样的游船!你一定会不

由自主坐上!快快乐乐欣赏这湖岸美

景" 湖岸的四周!一颗颗婀娜多姿的

柳树! 如同一位慈祥和蔼的老人!为

那些迷路的小朋友指引道路" 它也犹

如一把把绿绒大伞!在炎热的夏天为

人们避暑纳凉" 湖边有一棵棵挺拔威

武的刺柏! 刺柏的样子各式各样(肥

头大耳的小猪# 摇头摆尾的小狗#聪

明灵巧的猴子# 张牙舞爪的巨龙#憨

态可掬的熊猫#身强力壮的黄牛++

这一切的一切真是巧夺天工' 每

次来到人民公园!都会令我心旷神怡!

流连忘返! 陶醉在这美丽优雅的环境

中'

回忆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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