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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风凛冽的冬天在不知不

觉中悄然地逃走了!春姑娘如仙

子般轻轻盈盈地走来了" 又好像

调皮的孩子蹦蹦跳跳地跑来了!

春姑娘带来了绿如碧毯的原野 "

带来了群芳争艳的公园"带来了山

清水秀的大自然" 当你走在春天

里"你会看见一个美丽的世界!

走在春天里" 请你来到美

丽的原野! 小草悄悄地钻了出

来"摇晃着小脑袋"对春姑娘的

到来表示感谢! 远处盛开的

一朵朵粉色的小花"它五片

薄薄的小花瓣" 嫩嫩的"

柔柔的! 瞧"还有一滴

的水珠在花瓣上

滚动玩耍呢!

还

有一只五彩缤纷的花蝴蝶在花

朵上翩翩起舞"有趣极了!

走在春天里" 请你来到花木

复苏的公园!公园里热闹极了"成

群的蜜蜂在花丛中嗡嗡地唱歌采

蜜! 人们在这里玩耍嬉戏! 瞧"还

有人在放风筝呢
#

一只可爱的燕子

风筝在天空中努力地飞翔! 两边

的柳树都吐出了嫩芽" 风儿轻轻

地吹着"柳条沙沙作响"似乎在

对春姑娘的到来表示欢迎!

#一年之计在于春! $春

天是辛勤耕耘的时候"春天

是万物蓬勃向上的时候%

走在春天" 我心里有

说不出的凉爽惬

意!

走在春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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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天"爸爸妈妈不在家"眼看就要到

中午了! 终于盼来了爸爸的一个电话&#今

天我和你妈有点事"下午再回来"你自己做

点饭吃吧% $唉"这可怎么办呀"要让做饭经

验值为#

$

$的我去炒菜"比登天还难啊' 唉'

还是先看看菜谱吧%

翻开菜谱"找到了一些做法简单又好吃

的菜"经过精挑细选"我决定做一个青椒炒

鸡蛋% 开始准备材料了"先切青椒吧"先洗

好青椒"放在案板上"我一手握刀"一手按

住青椒"因为害怕切到手"所以青椒丝切得

大小不一% 我心想&管它呢"反正吃到肚里

都是一个样% 开始打蛋了" 我轻轻捏住鸡

蛋"在锅沿上一敲"然后使劲一掰"鸡蛋没

有平安落在碗里"而是沿着灶台(碗架"一

路下滑"最后无力地瘫在了地上% 咦) 这鸡

蛋在妈妈手里还是乖乖的" 怎么一到我手

里就给我脸色看呢) 敢跟我叫板"非收拾好

你不可' 清理好#案发现场$"我又拿起一个

鸡蛋"小心地放在碗边轻轻一磕"鸡蛋像坐

滑梯一样滑进了碗里%

材料终于准备好了"可以开炒了%开火"

等锅干后倒油"看着锅里的油渐渐冒烟"我

急忙把青椒倒进锅里"翻炒一下"把搅拌好

的鸡蛋泼洒在青椒上"再翻炒一下% 我想起

电视上那些大厨颠勺很#酷$"我也想#酷$

一把% 于是我握紧锅柄"使劲一颠"没有想

到"一锅菜变成了半锅% 唉"有多少就吃多

少吧% 可以出锅了"我先摆好盘子"用锅铲

铲出锅里所剩无几的菜" 然后去清理颠锅

后的悲惨现场% 终于可以品尝了"我拿出一

双筷子"夹了一块青椒尝了尝"啊' 忘了放

盐了'

面对着这一盘 #美味佳肴$" 我哭笑不

得" 想到妈妈每天一日三餐都做得那么好

吃"我不由得感慨万千&真是#看花容易绣

花难$啊' 以后我长大了"要好好孝敬父母"

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 !辅导老师#周文霞"

家乡的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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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在河南省一个偏僻的美丽小村庄

里% 那里的一年四季都很迷人%

春悄悄地来了"她悄悄地唤醒了冰冻的小

溪"叫醒了还在地下沉睡的小草% 树木也被春

风摇醒"万物都睁开了睡眼"各种花儿开放出

美丽的花朵% 田里"农民伯伯种的油菜花也开

了"俨然成了一片片金色的海洋"一群群美丽

的蝴蝶在里面翩翩起舞% 望着这美丽的村庄"

我不禁赞叹道&#家乡的春天真美啊' $

夏姑娘提着她彩色的裙子走来了% 夏天的

夜晚是最美的"夜晚我躺在院子里一棵大树下

的木床上"从叶子的缝隙里"可以看到天上的

星星在向我眨着眼睛"偶尔有飞机经过"闪着

五彩的灯光"真美' 你还可以听到蛐蛐的吱吱

声和青蛙的呱呱声"极像一曲美妙的交响乐%

秋天的村庄是最美丽的% 她是四季中笑声

最响的一个季节"因为秋天收获喜悦% 你可以

看到田野里农民伯伯忙碌的身影"你还可以看

到斑斓的色彩&柿子的火红(苹果的彤红(葡萄

的紫色**

冬婆婆一身素装来走进了我的家乡"村里

的一切立刻换了一身银色的衣服% 河水冰冻

了"树枝上(屋顶上(田地里到处是一片厚厚的

白雪% 小朋友们都穿上了厚厚的棉衣"到处跑

着"打着雪仗"堆着雪人**那清脆的笑声在

这片土地上久久回荡着%

啊' 我爱家乡迷人的四季%

!辅导老师#周文霞"

规范用字#从我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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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校组织学生对市区主要街道规范用字情

况"进行了一次调查% 这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我和同学走在街上" 发现广告牌上有很多错别

字"有的是篡改词语"有的是用谐音字等%

例如&像有的网吧名字叫一#网$情深"某蛋糕广

告上的步步#糕$升+电视上的广告"把俗语#人靠衣

装"佛靠金装$改成了#人靠衣装"美靠亮妆$等+某饭

馆招牌上的#烩面$写成了#会面$+零售店门前写成了

#另售$店+饭店的菜单上把#鸡蛋$写成了#鸡旦$等%

有的广告牌上滥用繁体字"不经过一番推敲"还真分

辨不出来呢%

通过调查"使我们深深认识到社会上不规范用字

的情况非常严重" 影响了汉字使用的规范性和准确

性% 纯洁祖国的汉字文化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是

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责任% 同学们纷纷表示&规范

用字"从我做起% !辅导老师#周贞"

把雷锋精神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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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这个名字众所周知"他是党的好儿

子"一位好战士"虽然雷锋叔叔年仅
%%

岁就牺

牲了"但他的英雄事迹却名垂千古%

雷锋叔叔日记里有这么一句话&把有限的

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的确"人

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为人民服务是做不完的'

我们应用有限的生命为人民多做些好事"有

益于人民的事"这样生命才有价值和意义% 和

雷锋叔叔比起来我就太惭愧了" 以前我不怎

么做好事"了解到雷锋叔叔如此舍己为人时"

我明白我要改变自己" 做有意义的事是必不

可少的%

雷锋叔叔的#钉子$精神"也值得我学习'

以前我学习马马虎虎"能偷懒的地方就偷懒"

把学习当成一种负担"不是为自己而学"而是

为父母而学% 自从了解到雷锋叔叔为工作(学

习都非常认真(刻苦钻研时"我也暗下决心认

真学习"为祖国效力读好书"做一个有能力(

出色的人' 把学习看成一种乐趣"为自己的将

来而读书%

雷锋叔叔勤俭节约"一双袜子烂得不能再

穿了"还舍不得扔掉% 但他却向政府(灾区捐

了不知存了多久的
%$$

元钱"那时他每月的工

资仅
"

元' 有许多人都说雷锋叔叔#傻$"我却

不这么认为"雷锋叔叔有着高尚的品质"自己

节约捐给别人" 这是多么无畏的舍己为人精

神"多么值得我们学习' 现在"在我们身边有

一种不良的风气"许多人平时花钱大手大脚"

但有什么慈善捐款活动都置之不理" 自私自

利"一点都不为国家想想"为社会想想"为人

民想想% 我要认真学习雷锋叔叔无私(舍己为

人的精神'

雷锋叔叔生命虽然短暂"但是您的精神是

永垂不朽的' 我会牢记您的高贵品质"把它们

融入我的生命中去'

!辅导老师#王天征"

误爬无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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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两个小时的车程"我们终于来到目的地%

驻马店有一座山"你知道吗) 这儿可是拍过,老

版西游记-的山"它就是岈山了%

.老爸"你确定这是那个岈山吗) $我疑惑地问

爸爸% 除了我这样想外"妈妈也觉得这山#有问题$'

作为一座被开发过的山"首先要有山门"第二要有售

票窗口**可这儿什么都没有% 我热爱大自然"所以

一看到花花草草"就不再追问什么了"只顾着欣赏美

景"爸爸妈妈也只好乖乖跟上来%

不知不觉的" 我们已经到了山腰% 我望了望远

方"看到一座不陡的山"就一直嚷着要爬那座山% 但

是并没有得到爸爸妈妈的回应"只有老爸的一句话&

#看山跑死马"远着呢' $

有一块很陡又很长的石头" 挡住了我前进的脚

步///我怎么爬也上不去"只好叫出声来% 在爸爸的

帮助下"我使出了吃奶的劲% 嘿哟' 倒是上来了%

看看天色已晚"我们准备要回家了% 这时"爸爸

开着车"又向里面走了走"这时我才发现"我们爬的

山的不远处"也有一座与之非常相像的山"只见那山

的门前"矗立着两块水泥塑的假山"上面刻着几个大

字///岈山%哇"真郁闷"哈哈哈%不过"还可以"今

天也算是体会到了爬山的乐趣" 体会到了战胜困难

的成就感"不虚此行'

!辅导老师#褚立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