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亲!

是您!十月怀胎!给了我生命"

是您!精心呵护!抚育我成长"

是您!不辞辛苦!给予我温暖"

是您!无私奉献!赐予我真情"

是您!语重心长!教育我成长"

母亲! 如果我是一株嫩绿的小

芽!

那您一定是甘甜的露珠!

用您的一生来浇灌我"

如果我是一只小鸟!

那您一定是粗壮的大树!

为我遮风挡雨!给我一个温暖的

家"

母亲啊!

我多么想成为一只小蜜蜂啊!

为您酿出世界上最甜的蜜!

让您品尝"

母亲啊!

我多想快快长大挣钱!

到时候!我一定给您买最好的保

养品!使您青春永在"

母亲节到了!

在康乃馨盛开之季!

我要把我心里一直想说的话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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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我爱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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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克士杯$%妈妈&您辛苦了$作品联展

母亲节快要到了!我准备送妈妈

一个礼物"送什么呢#我左思右想!送

围巾不行!妈妈基本不戴$送领带也

不太好!妈妈偶尔才穿衬衣" 我想了

又想!终于想出来了!干脆就送妈妈

一双手套好了" 冬天!妈妈骑电动车

或者自行车的时候! 冷风刮得嗖嗖

的!妈妈戴手套会更好"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妈妈!妈妈

对我说%&不要买什么礼物!你只要好

好学习就成了" '我似乎感觉妈妈不

太喜欢这个礼物!但我还是选择了买

手套!因为妈妈去年买的手套被姐姐

弄丢了! 冬季妈妈的手如果不戴手

套!就会被冻裂!再被冷风一吹!就会

疼得不得了"

这次因为是母亲节!我才想起送

给妈妈礼物的" 要是平常!都是妈妈

送我礼物! 我却不怎么送妈妈礼物"

以前都是妈妈付出!这次我也要为妈

妈付出"

昨天! 我把手套买回来带回家!

可不知道把手套放在什么地方好"妈

妈容易发现的地方不太好!妈妈不容

易发现的地方也不太好"正当我犹豫

不决的时候! 我听到电梯开门的声

响!妈妈回来了!我赶快把手套放到

妈妈的衣柜里面" 没想到!妈妈回来

就去柜子里面找衣服" 哎呀( 手套放

得不稳当!只听啪的一声!手套掉在

了地上! 妈妈看见了! 就捡了起来"

&这是谁买的#'妈妈问"我对妈妈说%

&我买的" '妈妈笑了笑!摸了摸我的

头!深深地亲吻了我一下!就忙着做

饭去了"

我对妈妈的爱就像小河沟!但妈

妈却感到了无限的欣慰!而妈妈对我

的爱像大海一样宽广!让我在爱的氛

围里成长"

亲爱的妈妈!我要加倍爱您(

!辅导老师'单俊红"

&世上只有妈妈好! 有妈的孩子

像块宝!投进妈妈的怀抱!幸福少不

了)*'每当我唱起这首歌!心中就

洋溢着妈妈曾经给我的温馨又美好

的回忆+

记得有一次我刚放学!雨水像断

了线的珠子一颗一颗往下落!没有带

伞的我听着&哗哗'的雨声!心想这可

怎么办呀# 就在我懊恼的时候!一个

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我的眼帘里!是妈

妈( 我又高兴又激动!似乎忘了还在

下雨!便飞一般冲进雨里!往妈妈那

里跑! 妈妈急忙跑过来把我搂在怀

里!不经意间!我发现我整个人都在

伞下!而妈妈早已浑身湿透!头发上

的水一滴一滴从妈妈的脸颊边滑过"

我百思不得其解!妈妈为什么把伞都

让给我打#带着疑问!我入睡了"第二

天!我恍然大悟%是爱!是妈妈对我无

私的爱! 促使妈妈为了我不顾一切"

妈妈!您辛苦了(

许多年过去了!无情的岁月在妈

妈脸上留下了一道道深深的皱纹!但

妈妈对我的爱却丝毫没有减去"在我

们获得成功的时候!她为我们高兴自

豪!但我们失落灰心的时候!她又给

予我们勇气和力量! 当我们回过头

来!她早已银发苍苍!但却还不忘对

我们的爱,,,这个人!就是母亲(

自古都说母爱是我们永远都报

答不了的!是啊!您的爱如海那样浩

荡无边! 您的爱如山那样沉稳高大!

您的爱如溪流那样缠缠绵绵**

妈妈!您辛苦了(

!辅导老师'谢芳"

是谁在家里默默地操劳# 又

是谁在你伤感无助的时候给你勇

气与支持#是母亲!一位普通而又

伟大的人(

记得在一个寒冷的冬夜!我

发了高烧!烧得很严重!爸爸又出

差不在家! 妈妈就在床边守护我

一夜"她一会儿喂我吃药!一会儿

又摸摸我的额头! 定时给我量体

温" 第二天早晨!我的烧退了!可

站在我眼前的是焦急的妈妈-疲

惫的妈妈+

一个漆黑的雨夜!&轰' 一声

雷响!我惊恐地叫妈妈!她用那粗

糙的双手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

轻声说%&孩子! 别怕! 有妈妈在

呢('突然一股暖流沁入了我的心

脾!这时我暗暗地想%每天的饭是

妈妈做的!家务也是妈妈干的!而

我又为她做过什么呢#

这些年! 妈妈像园丁一样辛

勤地哺育我!可她呢#却比以前衰

老很多! 也许是为我操了太多的

心! 每天我都能在饭桌上- 洗衣

时- 唠叨中感受到妈妈对我浓浓

的爱意+

这就是一位普通

的妈妈!可我觉得她最

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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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老师'刘艳杰"

爱有很多种!但我觉得最伟

大的还是母爱!母亲会在你最困

难的时候无私地帮助你$在你有

危险的时候默默地保护你$在你

失落的时候及时地鼓励你))

&母亲是荷叶!我是露珠!露珠总

是在荷叶上滚动+ '这是冰心奶

奶对伟大母爱的赞美!我觉得真

贴切+

记得有一次!我发烧!妈妈

也感冒了+ 当时外面大雪纷飞!

但妈妈依然把我带到医院+在医

院!看到妈妈忙东忙西并不停地

咳嗽!我心里酸酸的+ 过了一会

儿!妈妈摸摸我的额头!一瞬间!

我感到妈妈的手冰凉冰凉的!顿

时!我的眼眶湿润了!我哽咽着

问%&妈妈!你冷吗#'&不冷!只要

你好了!我就好+'妈妈边笑边安

慰我说+ 回到家里!妈妈又忙着

给我做&病号'饭!我连忙对妈妈

说%&妈妈!多做一点吧('妈妈惊

讶地问%&为什么#'&我们一起吃

啊( ' 我和妈妈都笑了!很开

心(

妈妈!我爱您( 以后我一定

会更加孝顺您(

!辅导老师'刘艳杰"

妈妈!

#

月
!6

日! 是一个属于您

的节日! 我有好多好多的话想对您

说!请您做我的聆听者吧(

妈妈!您的怀抱是一个温暖的避

风港!在我伤心时!就会躲在那里取

暖+ 就如同那一次吧!天空中下着瓢

泼大雨!放学了!学校让家长进班接

学生+ 我在教室里等了好久!您都没

有来!我哭了!同时也很生气!生您没

来接我的气+ 等到全班的学生都走

后!您来了(您当时全身都湿透了!有

些狼狈!我还真真切切地看到您在发

抖+ &妈妈!你怎么没带伞啊# '我看见

您全身湿透了!觉得很生气+ &啊!伞

被风刮跑了!真对不起呀!宝贝!妈妈

来晚了( '您当时也有些着急!跑过来

将我抱进了怀里+ 在您的怀里!我的

眼睛再次湿润了!我真切地感受到了

母爱的温度+ 妈妈!您是我最好的妈

妈-最勇敢的妈妈(

清晨!鸟儿在窗前唱着欢快的歌

儿!十分活泼+每天!您都是很早地起

来!为我做营养的早餐!等我起床之

后为我端到餐桌上+是您说早餐绝对

不可以不吃!可您有时候也没吃早餐

啊( 您以后一定要天天吃早餐哦( 要

不然身体就会不好的!还会减少免疫

力+

妈妈! 您的爱是温暖的阳光!我

沐浴着您爱的阳光长大+ 妈妈!母亲

节快乐!您辛苦了!我爱您 (

!辅导老师
!

牛红"

世界上有那么一个人!她给你无

微不至的爱! 对你无怨无悔地付出!

却不求回报+ 这个人就是妈妈(

妈妈! 您的爱我感受到了+ 有一

次!妈妈加班!而我还在睡觉+我醒来!

找不到妈妈!正当我心急如焚的时候!

我看见了妈妈写的字条%&尚坤! 饭在

桌子上的锅里!饿了自己盛!小心点+ '

在这句话里! 我体会到了一种无法用

语言形容的母爱!&小心点' 更体现出

了妈妈的牵挂+原来!妈妈的爱是伟大

的!是为自己的子女着想的(

妈妈做了丰盛的一顿晚餐!全是

我爱吃的+ 我给妈妈夹了一块肉!可

是妈妈却给了我+ 这时!我感觉到一

种浓浓的母爱( 她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竟然都给了我!这是慈祥的-无私的

母爱+

母爱伟大!但是!我们应该好好

地珍惜+ 我们为母亲端一杯水-洗一

次脚! 仅仅一次! 妈妈就会感叹道%

&我的儿子!终于长大了( '

妈妈!您的爱我感受到了+

!辅导老师'张亚薇"

我的妈妈!高个子!大眼睛!扎着

一个马尾辫!温柔而美丽+从小到大!

妈妈全心全意地照顾我!付出了太多

的爱和关心!其中的点点滴滴像天上

的星星数也不数不清! 这样的爱!每

天都在发生!其中有一件事令我至今

难以忘怀+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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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时的一个暑假!妈妈带我

去郑州找我的好朋友曾小月+我们一

起到公园里玩! 中午在烧烤岛吃饭!

吃得差不多了!我们两个看到不远处

一堆堆像沙子似的东西!我好奇地跑

了过去!用脚踩来踩去+突然!右脚一

阵针扎似的痛!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

事 !边往回跑边 &哇哇 '地大哭了起

来!妈妈连声问%&怎么了# 怎么了# '

我伸出脚一看!脚上白了一块!不一

会儿就鼓起了一个大水泡+原来那根

本不是什么沙子!而是一堆刚倒的炭

灰+ 妈妈连忙把我拉到怀里搂着我!

并心疼地安慰我! 说我是个勇敢的-

坚强的孩子!我渐渐地不哭了!可是

我的脚不能挨地了! 一碰就疼得很!

不能走+ 妈妈急得饭也不吃了!背着

我气喘吁吁地往公交车站赶!我问妈

妈累不累!妈妈擦了擦头上的汗珠说

不累!就这样走了大约一公里才到公

交车站!坐上车后到最近的诊所涂上

药-包扎好!妈妈才放心+ 第二天!妈

妈因为背我!她的腰椎间盘突出病又

犯了!躺在床上动也不能动!我心里

别提多难过了+

世上最伟大的爱-最不计回报的

爱就是妈妈的爱了+ 我最爱我的妈

妈!以后我要好好学习!孝敬妈妈!报

答妈妈!让妈妈为有我这个儿子而自

豪+

母亲最伟大
周口实验小学五!

"

"班戚家航 编号'

#$%#&&

母亲节的礼物 周口六一路小学四!

"

"班刘博思

编号'

'(')*+

妈妈!您辛苦了"

周口榆树园小学六!

'

"班蒋璐雨

编号'

'()','

妈妈!我想对您说
周口七一路一小 五!

%

"班李卓凡 编号
! '(%%"'

妈妈!我感受到了您的爱
周口闫庄小学四!

%

"班刘尚坤 编号'

'()()&

赞母亲

我最爱的妈妈

周口七一路一小五!

"

"班石卓凡

编号'

'('&'-

周口七一路二小四!

%

"班孔皓昕

编号'

'()*'%

像春天一般!

您给了我生命!

和煦的阳光!

让我茁壮成长%

像夏天一般!

您给了我热情!

激情的话语!

让我快乐坚强"

像秋天一般!

您给了我收获!

精心的哺育!

让我饱尝精神食粮"

像冬天一般!

您给了我严厉!

谆谆的教导!

让我更加纯洁善良"

妈妈!

每当我伤心&寂寞时!

想起您!

心里就觉得暖暖的!

踏实有力量"

因为!

您是我最亲爱的妈妈!

是我最温馨的避风港'

!辅导老师'刘艳杰"

母亲
周口实验小学 五!

"

"班解诗童

编号'

'(%'&)

妈妈!我爱您"

周口实验小学 五!

"

"班姜硕 编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