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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苏嘉宝 编号#

424236

妈妈!我一直想对你说"#谢谢您$ %

是您把我养育成人!是您教会了我怎样

做人&

还记得小时候 ! 不管风吹日晒雨

淋!您都准时把我送到学校& 那天下了

暴雨!我对您说"#雨下得这么大!要不

不去了吧' (妈妈却说")不行!下雨也要

去!没有什么比你上学更重要& (路上!

我躲在雨衣里!听着外面雨滴在路上的

声音!心里很不是滋味& 到了学校!你的

头发全湿透了!您却说"#没事!就当出

来洗洗澡& (听着您的话!我感到很惭

愧&

您总是把好吃的留给我!自己却只

吃剩下的& 您总说"#你吃吧!我减肥& (

母爱是太阳!带我们走出乌云密布

的天空*母爱是园丁!让我们健康成长+

母爱是任何东西都无法代替的, 妈妈!

谢谢您, !辅导老师#刘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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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李思雨 编号#

424859

今天!我带着表姐-表弟-小妹妹一

起参加了周口晚报组织的小记者共植成

长林活动+

植树活动开始了+ 同学们有的两人

栽一棵!有的三人栽一棵!我们四人栽一

棵+ 我们先把坑挖好!姐姐把树苗放在坑

里!小心翼翼扶正了!我和弟弟用铁锨填

土+ 我们不停地挖土!把挖的土放到树坑

里!小妹妹也和我们一起干起来+ 我说"

#我去提一桶水+ (

大家干得热火朝天! 像一只只勤劳

的小蜜蜂+ 虽然我们的头上都沁出了汗

珠! 但是谁都不觉得累+ 小树挺立在那

里!好像在对我们说"#小主人们!我口渴

了!给我点水喝吧, (我们把水倒在了树

下的土上!小树#咕咚咕咚(地喝起来+

要走了! 我们在小树上挂上了一张

爱心卡! 上面写着"#请大家爱护小树(+

我们仿佛听到小树在对我们说"#谢谢你

们!再见+ (

参加完这次植树活动我才意识到!

只有尊重自然!保护环境!我们才会有一

个美丽的家园+ !辅导老师#许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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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秦玲玲 编号#

42/064

雨果说过"#世界上最广阔的是海洋!

比海洋更广阔的是天空, (但在我心中!最

广阔的是家乡+

家乡周口位于河南省东南部!地处沙

河-颍河-贾鲁河的交汇处!新中国成立前

素有#小武汉(之美誉+ 这里历史悠久!风

景怡人+

我最爱的是誉满神州的太昊陵+ 太昊

陵是纪念人文始祖...太昊伏羲氏的大

型陵庙+ 因太昊伏羲氏位居三皇之首!故

被誉为#天下第一陵(+

最让我感兴趣的还是周口各种各样

的风味小吃和琳琅满目的民间艺术品 +

你看晶莹剔透的炒凉粉!让人垂涎欲滴*

冒着热气的豌豆糕!散发出诱人的清香*

外焦里软的压缩馍!只要你来到这里!怎

么也要带走一些+ 还有五颜六色的泥泥

狗-栩栩如生的小面人-威风凛凛的布老

虎//样样让人爱不释手+

周口淮阳有一个龙湖! 每年夏天!来

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都会来这儿欣赏荷花+

龙湖里的那几条威风凛凛的巨龙从水面

探出头来!大有一派冲破云霄的气势+ 龙

湖里的清澈湖水被巨龙的威严所震撼!拍

打着岸边!为巨龙演奏着歌曲+ 咦' 你看!

湖边的小柳树刚刚醒来!也想加入其中+

欢迎到周口做客+ !辅导老师#王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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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梁好点 编号#

42/03:

夜晚!坐在书桌前!看到那陪伴我
3

年的

台灯!倍感亲切+ 它是我学习的好帮手!陪伴

我度过了很多难忘的时光+

六年前的一天!妈妈把它送给了我+每到

晚上!我拉开金黄色的链子!月光一样柔和的

灯光洒在书桌上!房间里顿时明亮了许多+它

的灯柱是由七个彩虹颜色的玻璃和一根绿色

的柱子组成的!七个玻璃就像是三角形!上面

有一张天蓝色的纱盖在上面! 像雨过天晴后

天空出现的一道彩虹!美丽极了+

有一只可爱的小猴子在绿色的柱子上摘

粉红色的桃子!好像真的一样!猴子的尾巴卷

在一起!活泼极了+ 妈妈常说!我活泼得像一

只小猴子!因此我特别喜欢这个小台灯+

我写作业-画画-看书//它都无时无刻

地陪在我的身边!为我照亮+我会认真完成老

师布置的作业!工工整整地写好每一个字!信

心十足地克服种种困难+

我爱这盏精致的小台灯! 虽然这对你们

而言是非常的简单的礼物!可对我而言!它不

仅是我的好伙伴!最忠实的朋友!更是妈妈的

爱+ 我爱你小台灯!更爱为我付出了
44

年艰

辛的妈妈+ !辅导老师#王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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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侯贤浩 编号#

42/06:

星期六!我和爸爸在家里打扫卫生+ 我从

厨房扫出来许多烂菜叶- 果皮之类的东西!也

从其它房间收拾出许多饮料瓶-废电池-纸箱

子等杂物+ 然后!我把这些垃圾全部装进一个

大袋子里!正准备扔进垃圾箱时!突然被爸爸

叫住了"0这样做不环保!应该把它们分分类再

扔+ %我一拍脑门"0唉$ 我怎么没想到呢' %于

是!我又找来三个小袋子!把菜叶-果皮之类的

装一起!又把饮料瓶-纸箱子装在一起!再把废

电池单独装在一个袋子里+

装好后!我按照爸爸的吩咐!把这些垃圾

分别扔进了可回收垃圾箱-不可回收垃圾箱和

有害垃圾箱+ 保安爷爷看见了!高兴地说"0你

真是个爱护环境的好孩子$ %听了爷爷的夸奖!

我很开心+ !辅导老师#朱晓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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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刘铠源 编号#

4244/6

五一节这天! 我们全家进行了一次大扫

除+

爸爸擦窗户和桌椅!妈妈整理房间!我的

任务是整理玩具和把小垃圾清除掉+ 分完工

后!大家就埋头干了起来+ 我拿着扫把走进房

间!一点一点地把垃圾扫到一起!倒进垃圾桶+

然后开始把乱放的玩具收拾到玩具箱里+ 忙完

这一切!我已是满头大汗!这份差事不好做呀+

完成了我的任务! 我看爸爸妈妈还在打扫!就

去帮妈妈打扫卫生间+ 我来到卫生间!一边整

理一边唱着歌! 我想用淋浴头冲洗整个卫生

间!就把淋浴头打开!没想到先把自己变成了

0落汤鸡%+ 爸爸妈妈看见了!都捧腹大笑起来+

望着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房间!我们心里都

美滋滋的+ !辅导老师#樊琰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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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袁珩 编号#

42/40:

看着蓝蓝的天空!想起以前的家乡...地

上没有垃圾!花儿每天高高兴兴地开放!小草

开开心心地舒展+ 自从人们不爱环保后!花姐

姐不想开放了!小草也枯萎了!不再想看家乡

一眼+地上扔着太多垃圾!风吹来!风姐姐脸上

沾满了垃圾!风姐姐也不想来了+

家乡的街道上有很多垃圾!垃圾箱里却没

有垃圾! 因为人们把垃圾直接扔在地上了!垃

圾箱只好委屈地饿着肚子+

后来 !环卫办的叔叔阿姨到处宣传 0讲

究卫生 !人人有责 %的道理 !墙上那些五颜

六色的广告语被清除了 + 环卫办的叔叔阿

姨每天都来打扫卫生 ! 家乡又变得干净漂

亮了 + 人们懂得爱护环境卫生后 !地上的垃

圾没有了 !小草身上不再有人践踏 !小花姐

姐呼吸着新鲜空气 !开得可绚丽了 !风姐姐

又穿上了好看的衣裳 ! 来到我们焕然一新

的家乡 +

!辅导老师#杨慧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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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刘博思 编号#

4240:9

老师!您为我们操碎了心!您的职业是世

界上最光荣的+

您最开心的事!就是看我们认真学习的样

子+ 我们的作文虽然写得很不好!但是您都用

心地去批改*我们的作业批改不完时!您都会

拿到家里面去批改+

有一次!我正在考场准备考试!看见您拿

着在外面买的吃的东西!快步走进考场!我知

道!您一定是去送孩子了+ 为了不耽误我们考

试!您匆匆忙忙地赶到了考场!早饭都没有吃+

老师!感谢您$ !辅导老师 单俊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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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刘翔宇 编号#

42/05:

我的家乡在周口! 它位于我国的中

部!是河南省唯一没有山的地区+

周口拥有无边无际肥沃的土地!种

着小麦-大豆-玉米-棉花//是我国的

大粮仓+

我的家乡还有许多名胜古迹" 淮阳

的太昊陵- 鹿邑的老君台- 西华的女娲

庙-抗日英雄吉鸿昌纪念馆//

不仅如此!这里还有许多名

吃呢$西华胡辣汤-太康牛肉-淮

阳烧鸡-商水邓城猪蹄//听着

我的介绍!你们是不是馋涎欲滴

了呢'

好了!不多说了!随时欢迎

大家来我的家乡做客+这里的老

乡一定会热情接待你们的$

!辅导老师#朱晓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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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邱灿灿 编号#

424743

六一儿童节快要来临了! 为了迎接

0两操%比赛!音乐老师也为了提高我们学

习音乐的兴趣和韵律操的协调能力!音乐

课上!白老师让我们根据歌曲的旋律练习

拍手-跺脚-耸肩 -摇头等动作+ 课上!我

们都热情高涨!劲头十足+

这次音乐课不仅培养了我们动作的

整齐一致! 又培养了我们团结互助的精

神+ !辅导老师#白亚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