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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作品联展周口市直一小

学街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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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暑假啦! 我如同脱缰的野

马似的在家里疯玩"一天#妈妈实

在看不下去了# 便对我说$%这个

假期学点什么呢& 我看跳街舞挺

不错#你去试一试吧& '我一听#头

摇得像个拨浪鼓" 不行#不行#跳

舞可是女孩子学的# 我一个堂堂

男子汉在那里扭捏#多丢人啊#不

去!老妈也是个倔脾气#一看我这

样也和我较上了劲# 一阵软磨硬

泡#最后我败下阵来#只好同意先

到那里去看一看#体验一下"

我一进舞蹈班大门# 看到许

多和我一样的男孩# 我才松了一

口气"老师来啦!我抬头一看#呀!

竟然是个女孩#好酷的打扮!上身

穿着黑色
6

恤#下身穿着吊裆裤#

脚上穿着平板鞋#好帅!老师先给

我们来个自我介绍# 然后又对我

们讲了街舞起源于
17

世纪
87

年

代的美国黑人青少年# 不拘于场

地# 要求舞者的动作协调性和肢

体灵活性"我听得入了迷#不觉对

街舞产生了兴趣"

音乐响起了# 我的心好像都

被震出来了# 全身有种热血澎湃

的感觉" 只见老师先来个
93:;

#然

后伸腿(摆头(扭腰#动作灵活(优

美( 动感十足# 我们不禁鼓起掌

来# 不知不觉中我已经喜欢上舞

蹈了"

一个月里# 我每天都早早来

到练舞室# 认真刻苦练习基本功

和舞步#学会了地面翻滚#弹跳"

每天老妈来接我# 都会说我像刚

从桑拿房里出来一样"

付出就有收获" 学习快要结

束时# 我们在广场进行了汇报演

出" 在聚光灯下#我们十几个帅气

的小伙子表演了够酷够动感的街

舞#赢得了观众雷鸣般的掌声"

经过一个月的学习# 我再也

不认为跳舞是女孩子的专利了"

!辅导老师"李晶晶#

小记者"鲁沣霆

班 级"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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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01233

浪费%触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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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哗哗哗#这不是水龙头随

意的的流水声# 这是地球妈妈肆

意的哭声#长流不尽的眼泪"

没有水 #人无法生存#万物不

能生长# 世界也不会如此多姿多

彩" 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业(农业

用水急剧增加# 即使是江南水乡

也面临着水资源危机" 黄土高原

上的小伙伴们用水更是困难" 即

使只是一盆泥浆水# 也要经历洗

脸#洗衣服之后再喂牲畜的过程"

看#地上刚咬了一口的包子#

流了一地的八宝粥" 寥寥几人却

叫了一大桌子的饭菜" 春种一粒

粟#秋收万颗子" 四海无闲田#农

夫犹饿死" 面对浪费粮食现象#我

们每一个人都要反省自己" 你知

道吗& 在发展中国家#每五个就有

一个人长期营养不良# 有
17<

的

发展中国家人口粮食无保障" 特

别是在非洲# 有好多人还处在温

饱的边缘"

浪费#是可耻的! 地球资源每

天都在逐渐减少# 而人类的需求

却每天都在增加" 为了珍爱更多

人的生命#同学们#让我们从小树

立节约的意识# 从我们自身做起

吧!

&辅导老师"李晶晶$

小记者"马子昂

班 级"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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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姥家的大杨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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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姥姥家的院子里有一

棵粗壮的大杨树#它像一位扛着

枪的大将军威风凛凛的站立在

院中" 它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守

护着姥姥家" 要论年龄#虽然它

只比我大一岁#但它比我可坚强

多了# 不论经过多少风吹雨打#

它依然坚挺#而且越发强壮"

春天#万物复苏#杨树光秃秃

的枝丫上一夜间长出了无数个嫩

绿的绿芽#那嫩绿的色彩#在阳光

的照射下#光亮耀眼#抽出的绿芽

宛如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夏天 # 杨树的叶子更加茂

盛#由嫩绿色变为墨绿色#像涂

了一层绿油漆一般#显得更加苍

翠" 阳光透过密密层层的树叶#

在地上洒落斑斑点点"

秋天# 树叶开始慢慢变黄#

秋风一吹#树叶犹如黄蝴蝶般纷

纷扬扬飘落地上" 踏在厚厚的黄

叶上# 不禁让人感到生命的短

暂#同时也对新生命的来临充满

了期待"

冬天 #大雪纷飞 #厚厚的积

雪覆盖了整个杨树的枝干#像穿

了一件臃肿的白棉袄" 温度越来

越低#雪水在树枝上结成了长长

的冰凌" 我真担心#冰会把它压

断了# 可它凭着顽强的毅力#迎

接着冬天残酷的考验"

每当想起姥姥家的大杨树#

我都不由对它产生一种敬意#它

的无私#顽强的品格将会永远影

响着我"

&辅导老师"李晶晶$

小记者"刘哲

班 级"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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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的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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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有一个院子# 虽然

院子不大# 但是植物却十分茂

盛" 美丽的春天# 院子是一首

诗) 火热的夏天# 院子是一张

画)而凉爽的秋天#院子是一支

歌) 洁白的冬天又让院子变成

了一个优美的童话故事"而我#

最喜欢那秋天时的院子"

为什么我喜欢秋天的院子

呢&这正是因为秋天的院子里#

那美丽的落叶和甜美的果实"

院子里的落叶是秋天的眼

泪#一滴一滴落下#有时落叶像

是一只只黄蝴蝶# 乘着秋风翩

翩起舞"再细细一看#深棕色的

叶子是梨树的) 浅黄色的树叶

是桃树的) 而那不知名却像火

般鲜红的叶子可能是燕子给大

家的告别信 " 不同的叶子#不

同的颜色#相互交织着" 黄绿(

浅黄(淡黄(嫩黄(橘黄**是

小院里一道亮丽的风景"

秋天里自然少不了水果 "

刚进入院子# 就能闻到一阵浓

郁的果香"看!金黄的梨在叶子

里和大家玩捉迷藏) 红艳艳的

枣像是一颗颗美丽的玛瑙)而

一个红中带黑的石榴张开了大

嘴# 露出了珍珠般的牙**当

你站在树下# 只要一伸手就可

以摘到水果#边吃边看着景色#

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感"

我爱秋天时的小院# 它像

是一支歌#唱出了我的快乐#唱

出了我的童年"

&辅导老师"李晶晶$

小记者"马甜甜

班 级"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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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国心(之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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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国心,这首歌大家

并不陌生吧#它是著名歌星张明

敏在
0=8>

年的春节晚会上唱响

华夏大地的一首歌曲"

0=81

年日

本文部省在审定中小学教科书

时# 公然篡改了侵略中国的历

史#激起了黄瞮的愤慨"于是#他

和王福玲共同创作了+我的中国

心," 这首歌曲表达了海外赤子

的对祖国母亲的一颗炽热的心

和深深眷恋的情怀"

提到%中国'这个词#我不禁

觉得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祖国#

她是我们共同的母亲#是我们无

法割舍的灵魂之根#是我们身心

栖居的家园"

现代社会高速发展#有人说

生活水平提高了#精神质量却下

降了#哪还会有人爱国呢& 可现

在钓鱼岛事件发生之后#再一次

证明了中国人都爱国#日本的侵

略行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民族

仇恨" 全国各地都在游行示威#

抵制日货" 日本#为什么它敢如

此叫嚣& 为什么会这样猖狂& 参

拜靖国神社(篡改历史(侵占钓

鱼岛#我们怎能不义愤填膺& 钓

鱼岛是中国的#日本的无耻行为

必将得到公正的审判"

一句%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

一切烙上中国印'# 又回响在我

耳边" 我们小学生能做些什么

呢& 对#发奋学习#树立远大理

想# 勇敢地担起振兴中华的重

任"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

强"同学们#让我们肩并肩#在学

习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辅导老师"李晶晶$

小记者"魏源

班 级"六!

4

$班

编 号"

9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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