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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草需要雨露

云朵毫不吝惜

大地需要雨露

天空毫不惋惜

我需要的雨露是什么呢!

小时候"我常常这样想#

长大了"我明白了$$$

雨露"是朋友的关爱%

雨露"是老师的呵护%

雨露"是父母细心的照顾%

雨露 " 是亲人的一声嘘寒

问暖 &

阳光照耀着大地"

雨水滋润着麦田&

雨露是爱的接力棒'

!辅导老师#胡巍巍"

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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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折射出我们的灵魂"诚信!美化我们

的灵魂"诚信!升华我们的灵魂##

曾经有一个年轻人跋涉在漫长的人生路

口上!到了一个渡口的时候!他已经拥有了健

康$美貌$诚信$机敏$才学$金钱$荣誉七个背

囊% 渡船出发时风平浪静!不知过了多久!风

起云涌!小船上下颠簸!险象环生% 艄公说&

'船小负载重!客官必须丢弃一个背囊方可安

渡难关% (看年轻人哪一个都不舍得丢弃!艄

公又说&'有弃有取!有失有得% (年轻人思索

了一会儿!把'诚信(抛进了河里% 结果!年轻

人在一个小岛上想买房! 有钱却不能用"兑

换!银行不相信他"应聘!始终应聘不上"巧遇

美丽姑娘! 一见钟情却是一厢情愿! 终遭拒

绝% 这一切都是因为什么) 因为他丢失了诚

信% 而我也丢失过一次'诚信(%

那是我读一年级的时候% 我的好朋友曼

曼来我家玩!看到了我刚买的铅笔!觉得很实

用!就让我帮她买一支这样的铅笔!我爽快地

答应了% 第二天!我帮曼曼买了一支新铅笔%

看着这支崭新$漂亮的铅笔!我突然起了私心!

把自己的铅笔给了曼曼!而把那支崭新的铅笔

留给了自己% 事后!我越想越觉得这样做是不

对的!于是!我拿着这支新铅笔跑到曼曼家!诚

恳地向她道歉!真心地向她赔罪% 曼曼不仅原

谅了我!而且她的一句'名言(帮我从自私的泥

潭里爬了出来&不管在哪里!'诚信(都是必不

可少的通行证%这句警策之语将会令我终身受

益%

诚信是一种高尚的美德"诚信是一种高尚

的境界"诚信是一幢高大而坚固的楼房% 无论

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单位或部门!只要恪守'诚

信(!就能获得成功* '诚信(乃立事之本!谁如

果丧失'诚信(!谁就会招来失败的厄运% '诚

信(的迷失会使'骗子($'无赖(丛生!实际上就

是一些人的道德失范与精神世界的变质$崩溃

的外观表现形式%

故'诚信(二字!系无价之宝!是做人之本!

立事之魂!是取信于民之源%

!辅导老师#胡巍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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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期!我有机会参与了一次郑州名

校之旅% 能参加这个活动我感到非常高

兴% 妈妈让我独自跟着老师去郑州!锻炼

我的自理能力!我爽快地答应了%

星期六的早晨 ! 我们来到指定地点

集合% 上车后!同学们兴奋地说着笑着%

大巴车载着我们的欢歌笑语行驶在路

上%

到了郑州!我们首先参观的是郑州外

国语女子中学% 怀着对'女子中学(的好

奇!我兴致勃勃地走进校园% 倒'凹(字形

结构的校园美丽$整洁!给人留下了美好

的印象% 校园走道两侧有几块展板!上面

展示的有女子中学优秀教师风采!她们可

都是教授噢*展板上还有该校必须养成的

十大习惯!比如优秀的习惯$读书的习惯$

快乐的习惯等!让我们感受到该校独特的

育人理念*宣传册上校长的一句话更是深

深地触动了我&'当优秀成为一种习惯!理

想便不再遥远" 当理想成为一种生活!生

命才真正灿烂* (相信在该校的呵护和教

育下!每一个女生都会成为优雅$聪慧$阳

光的女孩*

之后我们来到教学楼参观%教学楼有

四层!每个年级段有七个班!全校人数最

多的班级竟然只有
!#

人! 这令我们惊讶

不已%一位老师向我们介绍了女子中学的

办学特色&办学模式小班化$课程设置多

样化$教学方法灵活化$双语教育优质化%

接下来!我们来到钢琴教室!一位同学演

奏了一首悠扬的乐曲! 我们都沉醉其中%

在美术教室里!我们欣赏了许多漂亮的绘

画作品% 在手工教室里!我们看到了自制

的小钱包!胶绵拼成的工艺品!都非常可

爱%

参观完郑州外国语女子中学!我们又

参观了郑州中学$枫杨外国语学校!都给

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旅行真是让

我大开眼界!看到了省城部分中学优美的

学习环境$优质的办学条件!感受到了先

进的育人理念!能在这样的学校读书该多

么幸福啊*

到了下午! 我们怀着依依不舍之情!

踏上了回家的路% 回想起这一天的经历!

我感到很快乐!名校之旅真棒*

!辅导老师#李春红"

可爱的闫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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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一天!发生了一件

令我非常难忘的事情%

那天!我在广场上玩滑板!想

露一手给爸爸$妈妈看!却不料 !

一不小心从滑板上摔下来了 !当

时疼得我直冒冷汗% 妈妈赶紧抱

着我去了医院!经医生检查!我被

告知+++手骨骨折! 当时我暗暗

发誓再也不玩滑板了% 爸爸$妈妈

向医生询问我的情况 ! 医生说 &

'要矫正!会有点痛* (当时听到医

生说的话!我心里充满了恐惧% 但

是!没办法必须要矫正% 矫正时!

我痛得直咧嘴! 但是出于男子汉

的自尊!我咬紧牙关!心中不断鼓

励自己&我是男子汉!不怕任何痛

苦% 如果我哭的话!爸爸$妈妈会

更难受的% 就这样! 我硬挺了过

来%

以后的体育课! 我只能坐在

台阶上眼巴巴地看着同学们欢蹦

乱跳!自己却偷偷地难过% 再近一

个月的日子里!我不能画画!不能

踢球!不能跳绳!不能##我的生

活缺少了许多快乐%

骨折是我到现在为止最难忘

的一件事% 这让我学习到了做什

么事情都不要掉以轻心! 要一步

一个脚印%

!辅导教师#刘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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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我的老师中! 有严格要求的康

老师$有教学有方的王老师$有性格温柔

的张老师!还有活泼开朗的闫老师% 我最

喜欢的就是闫老师啦*

闫老师有一头淡黄色卷卷的头发!

可好看了* 那水灵灵的大眼睛就像星星

一样明亮!显得格外靓丽%

闫老师很爱美% 这学期第一次上课

时 ! 闫老师一见到我就高兴地喊 &'倩

倩* (然后激动地跑过来拥抱我% 我还没

来得及做出回应! 闫老师的脸变得就像

翻书一样快!摸着我的头发问&'倩倩!你

看我的发型变了!烫成了卷发!漂亮不漂

亮) (我连声说&'漂亮!漂亮* (你们说闫

老师爱美不爱美)

闫老师是一个童心未泯的人! 我们

成了要好的朋友% 上课结束后!闫老师经

常带我和同学们去玩!周口师范学院$人

民公园$市博物馆$生态园##都留下了

我们欢乐的身影% 还记得那一次!我和闫

老师一起去周师玩! 我们被美丽的揽月

湖深深地吸引了% 湖中有好多小鱼!红

的$黄的$黑白相间的!各色各样!姿态万

千% 我跟闫老师在一起玩得非常开心%

闫老师还很幽默% 有一次上课!同学

们都在认真听讲! 一位同学却在下面做

起小动作% 为了吸引他的注意力!老师讲

了一个关于上课的笑话! 逗得同学们哈

哈大笑!那位同学也羞红了脸!专心学习

起来了%

你们说!闫老师可爱吗)

!辅导老师#李春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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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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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阳光的味道

咬一口

是那么美妙

让我忍不住哼起歌谣

真希望一直这样下去

永远微笑

我喜欢品着阳光祈祷

这能让天上的神仙

更清楚地

听到我哼唱的曲调

让我的心里不再压抑和烦

恼

我要学会

像阳光一样微笑

向着天空

大声地叫

去寻找

那梦的味道

阳光带着梦想

拂过我心中的小岛

让我记住了他乌黑的眼睛

迷人的微笑

让我因为有梦想

而骄傲

阳光的味道

寻梦的味道

阳光啊

能否给我一个拥抱

让我向着梦想

不停地奔跑

让东方的太阳为我照耀

!辅导老师#胡巍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