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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06

日星期六的下午!周口

纺织路小学迎来了"""#励志感

恩! 健康成长$ 的精彩报告会!报

告会成员用感人的话语!生动的事

例!把父母%老师%长辈对我们的关

爱娓娓讲来&

看到这种场景! 我不由得想

起五岁那年& 当时!玩耍时我不小

心把胳膊摔骨折了!做手术时!医

生不让家属进手术室& 看着眼前

一群陌生的白大褂!我害怕极了!

大声哭闹! 后来在麻醉剂的作用

下我渐渐失去了知觉& 醒来时!耳

边只听见妈妈在不停地哭泣& 睁

开眼睛!看到妈妈%爸爸满脸疲惫

地站在我的病床前! 眼里布满了

血丝& 后来听说在我昏迷的两天

里!妈妈%爸爸一刻不离地守在我

的床前!没睡觉没吃饭& 出院后!

妈妈每天给我做最爱吃的饭菜 !

让我增加营养! 爸爸买来很多故

事书!给我讲故事!逗我开心& 在

他们的精心照料下! 我的身体很

快恢复了健康&

为了给我创造一个好的生活

环境!不影响我的成长!爸爸%妈妈

每天起早贪黑地工作&平时他们舍

不得吃穿!只要我学习需要!不管

多贵也毫不吝啬& 但是!我经常惹

他们生气!甚至为了自己一点点私

利跟他们大吵大闹&今天听着报告

团的报告!我悔恨不已!泪水就像

断线的珠子! 一颗颗落在我的胸

前&

爸爸!妈妈!感谢您们& 今后!

我一定好好学习!争取用优异的成

绩来报答您们! 怀一颗感恩的心!

感恩所有帮助我的朋友和老师&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辅导老师#赵彦宾"

亲爱的父母!我爱您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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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中植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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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晚报要举行小记者植树

活动& 得到这个消息!我的心情无

比激动& 为了这一天!我把我们家

新买的小铁锹早早就拿出来!还把

我的小脸盆也拿出来!就准备着大

干一场&一路上!我又唱又笑&来到

文昌生态园!大家都从集合点领到

树苗! 高高兴兴地向植树区走!阴

沉的天气和淅沥的小雨丝毫没有

影响大家的心情&

来到植树区!我们找到预留的

一个小坑!开始植树了& 我和妈妈

轮流用小铁锹一点一点地挖 & 可

是!小铁锹太不给力了!挖了几下

就胳膊疼!脸上满是汗水和雨水&

原来植树是这样累! 农民伯伯干

活是不是更辛苦呢( 什么时候才

能像别人那样挖出一个像样的坑

呀(幸好旁边小记者的爸爸来帮我

们了!几下子就把坑挖深了!我连

声说)#谢谢叔叔' $妈妈小心翼翼

地把树苗扶到坑里 ! 我赶紧填上

土!最后还垒了一个土圈!好让浇

水的时候水不流出来& 还好!今天

的春雨把小树浇灌得饱饱的&终于

完工了!我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非

常高兴&

雨越下越大!小树苗好像迎着

风雨向我们招手!我们给它系上红

丝带!上面写满了我的愿望!我们

约好明年春天来看它& 希望小树苗

和我一起快乐成长!成为祖国的栋

梁之才&

!辅导老师#尹彩霞"

未来的城市
三!

7

"班 赵长申 编号#

/7080:

六!

7=

班 穆蓉雪 编号#

/70890

!!!!!!

她是谁( 一双大眼睛总是不停地眨

着!一只不算高的肉鼻子!嘴巴小小的!

但说起话来却像竹筒倒豆子一样! 嘎嘣

干脆&这些器官!组成了一张大家觉得有

些可爱的脸&

虽然她很可爱!但有时也很执拗&有

一次上体育课!大家都在玩跳绳& 轮到她

了!她总是跳不好!跳了不到
/8

个就踩绳

了& 又一次轮到了她!她下定决心说)#如

果我不跳过
<8

个!我就不是人' $这一句

话让大家的心弦都绷紧了&她看到大家都

这么紧张!又说)#没事的!做不了人不是

还可以做神吗( $这一句话又让大家放松

了下来& 她开始跳了#**

96>9;>9:><8

' $

她胜利了' 可她还继续跳!跳到了
68

!打

破了她的个人纪录了' 这就是一个执拗%

不轻言放弃的她&

她最大的毛病就是太粗心!为此!不

知道挨过多少批评!可她仍是粗枝大叶!

不细心& 唉!真没办法& 就拿五年级下半

学期的期中考试来说吧!考试时!她自我

感觉良好!于是!#老毛病$又犯了!不细

心! 引出了一系列的错误) 奇数写成偶

数! 忘点小数点**她连检查就没有细

心!觉得自己能考
/88

分!可是呢!卷子

发下来!她傻眼了+""

:12<

分' 一看!错

的都是不该错的题! 她又一次为粗心大

意付出了代价& 这就是一个粗心的她&

你知道她是谁吗( 她就是"""我'

!辅导老师#王素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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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在一片大森林旁有一群可爱

的小孩子! 他们每天都要到大森林里

去玩&

一天! 杰克和他的两个小伙伴到

森林里去玩! 一辆用藤条编成的车出

现在了他们面前! 杰克说),这车好酷

啊'我们开开试试吧& $说完!杰克立即

拉住他的两个小伙伴开着藤条车向森

林驶去& 藤条车停在了一棵树面前!杰

克他们一下车! 大树就开始说话),勇

敢的孩子们!森林需要你们的保护!老

虎为了和狮子争夺王位!带着眼镜蛇%

蝎子和鳄鱼开始谋反& 我会派动物战

士来帮你们& $ 不等杰克他们反应过

来!动物战士就出来了& 有,战斗机$猎

鹰%,力量之王$ 灰熊%,武功大师$猩

猩%,战术智者$山羊%,神医$梅花鹿和

,破地机$穿山甲& 随后!他们一起坐上

了藤条车冲向老虎的老窝 ,绝望山

洞$&

一路上! 他们感觉到不寻常的气

氛!杰克让大家提高警惕& 果然他们的

藤条车被毒蝎子用钳子钳断了& 灰熊

生气了! 他握紧拳头向毒蝎子冲了过

去& 可是毒蝎子太灵活了!一下就闪过

了灰熊的重拳& 这时!猩猩使出了,隔

山打牛$正好打中了刚落地的毒蝎子!

毒蝎子受了伤就想逃跑! 猎鹰见了马

上飞起来用它的爪子抓住了毒蝎& 穿

山甲在地上挖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洞 &

猎鹰飞到深洞的上空把蝎子扔了下

去& 猎鹰和穿山甲不愧有,最佳搭档$

的称号& 第一战就胜利了&

途中杰克它们经过沼泽遇到了眼

镜王蛇和它的小兵们& 眼镜王蛇让它

的小兵把杰克它们围了起来& 谁知眼

镜王蛇忽然咬了灰熊和猩猩& 灰熊和

猩猩中了毒!眼镜王蛇正得意的时候!

梅花鹿用沉睡粉让它睡了& 当它醒来

的时候自己被绑了起来! 而灰熊和猩

猩的毒也全治好了& 原来在眼镜王蛇

睡着的时候! 梅花鹿把灰熊和猩猩的

毒给医好了& 灰熊站了起来一拳把眼

镜王蛇打死了&

后来他们又遇见了鳄鱼!不过多亏

了山羊的战术才打败了它& 最后!它们

终于来到了,绝望山洞$!老虎冷笑着

走了出来! 动物战士们和老虎立刻打

成一团& 大战持续了三天三夜!终于!

动物战士们团结一心战胜了老虎军

团& 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动物战士现在

还在森林里巡逻& !辅导老师#吴艳霞"

感恩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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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听到-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

歌时!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妈妈的爱&

在我的生活和学习中! 妈妈给了我无

微不至的关爱!在妈妈的关爱中!我健

康快乐地成长&

我生病的时候!妈妈总是形影不

离陪伴着我& 记得有一次!我吃了不

干净的东西 !上吐下泻 !妈妈非常着

急!把我送到医院& 医生说),是脑膜

炎!赶紧住院& $妈妈听了吓得哭了起

来& 在病房里输液时!妈妈一会儿帮

我量体温!一会儿帮我拿药& 第二天

早晨!我睁开眼睛看到妈妈眼睛里充

满了血丝& 我知道妈妈肯定是一夜没

合眼! 可她仍然面带微笑地对我说)

,儿子好点了吗( 想吃点什么( $听着

妈妈的话 !我的心里酸溜溜的 !眼睛

湿润了&

妈妈同时还是我的精神支柱!每

当我取得好成绩时!妈妈总是拍着我

的肩膀 !高高地竖起大拇指 !为我骄

傲 /每当我失败的时候 !妈妈总是鼓

励我继续努力& 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

我第一次参加小记者绘画大赛!当主

持人宣布比赛结果时!我连一个优秀

奖也没拿到 !心里难受极了 !眼泪也

忍不住流了下来& 妈妈轻轻地擦去了

我的眼泪 !把我拉到一边 !温柔地对

我说 ),比赛结果并不重要 ! 贵在参

与 !失败乃成功之母 !失败让你看到

了其他小记者的优点!同时也发现了

自己的不足!回家后我们还需要继续

努力 ! 下次再和他们比一比 ! 好不

好(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伴我一生!

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 感恩的心!感

谢有你!亲爱的妈妈'

妈妈的爱数不胜数!妈妈的爱无

处不存& 正如高尔基所言)世界上的

一切光荣和骄傲都来自母亲&

!辅导老师#张亚慧"

这就是我

!!!!!!

我们现在的城市又脏又

乱!有的人不讲文明 !有的人不

讲公德 ! 车辆乱停乱放才使我

们的城市垃圾灰尘漫天飞舞 &

我不想生活在这样的城市里 &

请大家一起到我梦想中的城市

去看一看吧'

街道两旁绿树成荫!鸟语花

香& 没有垃圾灰尘满天飞的景

象!也没有车辆乱停乱放& 只看

到一尘不染的公路和摆放得整

齐的自行车& 那些乱折乱攀的人

也不见了!坏境令人赏心悦目&

街道没有了吆喝声!没有了

噪音& 红绿灯下那些闯红灯的人

都到哪儿了呢( 哦!原来在这个

文明的城市里没有闯红灯的人&

大家都非常有公德心!都十分遵

守交通规则&

除了遵守交通规则!文明的

行为在这个城市里无处不在)乱

扔垃圾的人不见了!乱贴乱画的

人不见了 ! 说粗话的人也不见

了 & 只看见排好队准备上车的

人/只看见随手捡起垃圾扔进垃

圾桶的人/只看见洗完手随手关

掉水龙头的人**那些不讲文

明的人再也看不见了&

你难道不想生活在这样的

城市里吗 ( 这里的天空湛蓝深

远!空气清新甜润 !河水清澈见

底!我多想在这样的城市里生活

啊'

朋友们!我们该怎样为拥有

这样的城市而努力呢(

!辅导老师#魏云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