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趣的寒假生活
五!

!

"班 郑思羽 编号#

"!"#$%

!!!!!!

今年!我的寒假生活是在老家度过的!在

老家里!我最喜欢的就是我妹妹的自行车了"

正月初六老家的学校都已经开学了!我

的两个妹妹要去上学! 我在家里没事做也没

人玩!就对妈妈说#$妈妈!我在家太闷了!不

如我每天骑自行车去接送我两个妹妹上学放

学吧%&妈妈听了!高兴地说#'好啊!不过你要

注意安全呀% &我兴高采烈地说#'行" &

就这样! 我每天都接送她们两个上学放

学!有时间!我也做做我的拿手好菜((

正有初九我要走了! 我百般乞求妈妈再

住几天!可是妈妈说我还要上学!我们就只好

回家了"

我觉得这次的寒假生活很充实! 那你的

呢)

!辅导教师#于慧丽"

我长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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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可能很小! 但我觉得对我们这些

爸爸妈妈眼里的娇气*胆小的宝贝们来说!做

好这件事也并非容易"

那天!妈妈开着车带着我送姥姥回家!来

到姥姥家小区大门口! 妈妈停下车说#'我看

着车!宝贝!把车上的苹果给姥姥搬去一箱"&

姥姥一听就急了!忙摆着手说#'不中!不中!

他哪有那么大的力气) 我自己搬" &我说#'姥

姥!您年纪大了!还是我来吧%&我搬出那箱苹

果!好沉啊!我明白!是妈妈故意在锻炼我"我

憋足了劲!迈动了脚步!平时这段路并不长!

但那箱苹果让我感觉路很长很长((

回来的路上天已经黑了! 路旁的树被月

光照出一团团黑影!被风一吹!像+西游记,里

的妖怪在跳舞" 突然一只猫窜了出来!吓得我

头发都竖起来了!我想#我是男子汉%没什么可

怕的"回到车上!妈妈用赞许的目光看着我说#

'儿子!你长大了% & !辅导老师#张雪霞"

感谢我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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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成长历程中!有一个最关心我!也

最爱我的人!那就是我的妈妈"生活中妈妈给

了无微不至的关怀! 学习中给了我向前冲的

勇气"

那是我小学五年级时发生的一件事" 那

天!我们班正在进行班干部选举大会"因为我

之前当过中队委! 所以我对这次竞选信心十

足!打算一举拿下班长的职位"

竞选开始了! 只见班主任在讲台上对大

家说道#'竞选班长的请举手" &一瞬间!很多

人举起了手! 我看见班里几个学习很好的学

生也举起了手!我也不甘示弱地举起了手"老

师依次把名字写在了黑板上! 紧张激烈的演

讲开始了!得票也依次写到黑板上#有
!"

票!

#"

票!甚至有
$"

票的" 终于轮到我了!紧张

的我不知所措!迷迷糊糊地上迷迷糊糊地下!

但也听到了掌声!老师一声令下!大家便开始

给我投票"最后老师一看票数!宣布到#'曹家

月当选班长% &我一听十分诧异!定睛一看我

的票数#

%"

票" 我很难过!信心丧失了很多"

我想! 看来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副班长的身上

了"接着!该竞选副班长了!我又举起了手"这

次投票!我的心情更紧张!怕自己当不上副班

长"这一次我才得了
&$

票!又落选了!我失望

极了" 看来!只能寄托于小队长了!最后我也

没有被选上!我失望到了极点!心想以后打死

也不再竞选了!真丢人"

回家后!妈妈看见我闷闷不乐!便问我怎

么了"我便把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妈妈

看看伤心的我说#'没事的儿子!这有什么!不

就是没当上班干部吗%下次再努力不就得了%

我当时没有工作!到处找工作没人要!那我不

失望死啦) 但是!我没有灰心!最后通过自己

的努力有了现在这份不错的工作"&我点了点

头!似乎懂得了什么" 妈妈说的没错!经过努

力!现在的我得到了同学们的拥护*老师的赞

扬" 妈妈!我谢谢您!衷心地感谢您%

!辅导老师#高运芳"

我学会了煎荷包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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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我正津津有味地看着菜谱!妈妈

看见了!对我说# '你什么时候对炒菜感兴趣

了) 要不然露一手)& '正合我意%& 我心中

暗自欢喜"

随即! 我兴致勃勃地来到厨房! 望着那

么多菜! 脑子里竟一片空白" 忽然! 我想到

妈妈经常为我做的早饭---煎荷包蛋" 说干

就干! 我找了个碗! 拿了个鸡蛋! 把锅放到

燃气灶上烧热后开始倒油" 等油想冒烟时我

赶快把鸡蛋放到锅里" 哇! 鸡蛋就像个金灿

灿的 '乒乓球& 镶在白玉碟中" 咦! 怎么有

一股煳味钻入我的鼻子) 我定睛一看! 啊!

鸡蛋糊了% 我赶紧拿锅铲把鸡蛋翻过来" 不

一会儿! 厨房里就香气四溢! 大功告成---

荷包蛋煎好了%

这时!爸爸开门过来!表情夸张地惊呼#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你怎么做起饭来了) 做

的什么呀那么香)让俺尝尝"&说着!他就拿起

筷子夹了一口#'嗯!油放得多了!有点腻"&我

半信半疑尝了尝!不好意思地摸摸后脑勺!嘿

嘿地笑了"爸爸一边吃!一边用鼓励的眼神看

着我说#'总体来说!不错%我和你妈以后也可

以.饭来伸手啦/0 &

经过几次摸索! 我厨艺渐长! 也终于得

到了妈妈的夸奖" 有几次她还挺自豪地向客

人夸我说# '这小家伙煎的荷包蛋比她姐姐

的水平都好! 既滑嫩香脆! 又圆润漂亮%&

就这样! 我学会了一道菜! 也明白了一个道

理# 无论事情多么难! 只要细心* 用心! 就

能成功% !辅导老师#陈华"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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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是一朵雪花!

我飘啊飘!

飘到小河里!

与鱼儿一起玩耍嬉闹"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

我飘啊飘!

飘到柳树姑娘身上!

倾听柳树姑娘的烦恼"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

我飘啊飘!

飘到辽阔的大草原!

与马儿一起自由地奔跑"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

我飘啊飘!

飘到孩子们身边!

陪着他们一起纵声地欢笑#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

!辅导老师#于慧丽"

令我难忘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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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期间!我和爸爸乘飞机出门旅行!这

可是我第一次做飞机啊% 飞机上发生的一件

事!让我至今想起就忍不住发笑"

那天!飞机刚起飞不到半个小时!漂亮的

乘务员就开始忙活起来!送完饮料!送热毛

巾!随后就开始供晚餐" 由于路途遥远!飞行

时间长!吃过晚饭!许多乘客脱下鞋子!盖上

毛毯!闭上眼睛!睡起觉来"我看哪儿都新鲜!

一点儿睡意都没有!不时地向窗外张望"

这时!爸爸醒来了!迷迷糊糊地要去卫生

间!就去找放在椅子下的鞋子" 这时!飞机有

点颠簸!他没有看就穿上了放在椅子下的鞋

子" 他回来时!我发现不对劲儿!原来!他左

脚穿着自己的黑皮鞋!右脚却穿着别人的蓝

皮鞋!可他自己却全然不知就一屁股坐在椅

子上又睡了起来" 我强忍住笑! 对爸爸说#

'

'()* +,,- (. /,01 23,425

& 爸爸睁开眼睛一

看!也不由得笑了起来"

我俩前后左右找了半天! 也没有找到那

只鞋" 难道鞋还会飞吗) 我正在纳闷儿!坐在

爸爸前排的一个女老外从对面的洗手间里走

了出来!我一看!肠子都快要被笑断了!只见

她左脚穿一只蓝皮鞋!右脚穿一只黑皮鞋"大

概她也发现自己穿错了鞋子! 只见那老外脚

穿一只鞋!手拿一只鞋!俯下身子!开始不停

地摸这儿!找那儿" 爸爸正迷糊着!忽然被人

捉住了一只脚!那老外嘴里还不停地喊#'

6/

23,45 6/ 23,45

&爸爸吓了一大跳!当他清醒

过来时!也跟着周围的人哈哈大笑起来"

!辅导老师#于慧丽"

未来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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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生活很神奇 ! 举个例子吧 ! 学

生上学不用背书包! 而是书包背你! 而且

鞋也会自己变大变小" 还有一种鞋叫飞天

鞋 ! 凡是你想去的地方 ! 它都可以带你

去"

有的小孩打针的时候怕疼 " 未来的生

活里就不会有这样的事! 因为小孩子生病

了! 医生会给他一种糖! 这种糖又甜又能

治好任何病! 所以病人就不用再打针了"

家里的家务不是人来做! 而是机器人

来做" 你可以让机器人做所有的事"

未来的交通工具也很好! 电动车能上

天下地! 汽车也能飞到宇宙中去" 船能在

地上跑! 公共汽车也能在太阳上开((

未来还有口述打印机! 如果你想打印

什么 ! 可以对口述打印机说你想打的东

西! 它立即就会打印出来了"

朋友们 ! 未来的生活多有趣呀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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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科技也能像未来那样! 该多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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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周口人民公园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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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人民公园位于周口市区七一西路!

那里风景优美!四季花开!非常美丽"

春天!柳树抽出新的枝条!长出嫩绿的叶

子!小草从泥土里钻出嫩绿的小脑袋"那里还

盛开着各种各样的花!有月季花!迎春花((

星星点点!美丽极了"

夏天!公园里绿树成荫!好多人在树下乘

凉" 这时候! 爸爸妈妈经常带着我在湖上划

船!湖水非常清澈!我们坐在船上!心里非常

愉快" 一阵微风吹过!湖水泛起层层波纹!清

清凉凉!一点炎热的感觉也没有了"

秋天!在秋风的吹拂下!一片片金黄的树

叶随风飘落! 像一只只美丽的蝴蝶在翩翩起

舞!这个季节!正是菊花盛开的季节" 各种颜

色的菊花竞相开放!有紫红的*淡黄的*雪白

的((人们纷纷来到公园观赏菊花"

冬天! 寒风几乎把所有树上的叶子都吹

落了!但是!只有松树*柏树的叶子依然那么

翠绿!一点都不畏惧寒冷"冬天最美的时候当

然是下雪了! 一片片雪花好像一朵朵洁白的

花朵在空中飞舞" 厚厚的积雪像在地上铺了

一层白色的毯子"树枝上也落满了积雪!白亮

亮的!漂亮极了"整个公园变成了银白色的世

界!让人看了心里非常轻松"

周口人民公园真是一座美丽的大花园!

也是一座巨大的宝库" !辅导老师#房俊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