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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热的暑假!我好想凉爽一下啊" 在我的提议

下! 妈妈带我来到了尧山大峡谷! 我们要去漂流

喽" 在导游阿姨的安排下!我和妈妈坐上了一条椭

圆形的小汽船# 算上我和妈妈!船上一共有
!

人!

我们都穿着救生衣!头戴安全帽#

漂流正式开始了# 随着溪水的流动!小船很快

离开了岸# 在迂回曲折的山涧里!小船像顽皮的孩

子!时不时做出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惹得游人不

时发出阵阵尖叫#

最惊险最好玩的还要数打水仗# 一条小船和

另一条小船快要相撞的时候! 两船上的人们便开

始打起了水仗# 不管男女老少!或用双手!或用水

盆!或用水枪!都尽力朝对方的船上泼水!直到双

方的人们都浑身湿透!筋疲力尽!两条小船才渐渐

拉开距离!各自寻找新的目标# 我看看妈妈!妈妈

看看我!虽然我们的衣服都湿透了!但我们的脸上

却写满了开心#

经过
"

个多小时的漂流! 我真正体会到了什

么是$累并快乐着%& 明年暑假我还要去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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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大家一定很喜欢!

我也不例外&下面!就让我给

大家讲一下在我暑假里发生

的趣事吧"

一天上午 !妹妹来我家

找我玩& 妹妹说'$我们玩吹

气球吧" %我一想!说'$好" %

首先! 我找来了一个气球 !

吹了几口气! 打了一个结 !

保证不漏气后!就开始游戏

了&

我先发球! 我把球往空

中一抛! 用嘴一吹! 气球就

$跑%到了妹妹那边& 妹妹也

毫不示弱!用嘴使劲一吹!气

球只飞到了半空! 妹妹手忙

脚乱地跑到气球快要降落的

地方!又使劲一吹& 我心想!

不好! 太低了! 吹了也是白

吹& $你输了
6

%妹妹欢呼着&

$有什么了不起! 我也会!不

过一时没有发挥好罢了& %我

开始强词夺理&

$不玩这个了!我们玩词

语接龙& %妹妹先出词& $公

主% $主任% $任务% $务必%

$必()% *哈哈" 跟我斗!你

还嫩着呢" %

有趣的还多着呢" 下次

再和你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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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 小时候所做

的一些事既有趣又令人莫名其妙+ 但是现在

回想起来!一定会情不自禁地发笑#每当我想

起那次冒险时! 脑海里就会浮现我那狼狈的

样子,,

那一天!酷热难耐!妈妈带我去芜湖方特

欢乐王国游玩& 来到方特的水世界!顿时觉得

清凉爽快!无比惬意& 我迫不及待跑到了最有

趣最好玩的*水滑桶%那边& 只见一只大桶出现

在我的头顶! 水桶打着圈旋转着摇摇欲坠!别

的小朋友见到它都望而生畏!很快跑开了& 我

像初生的牛犊一样!大步流星地走了上去& 只

听*噗通%一声!桶翻了!满桶的大水如瀑布倾

泻而下!瞬间!把我浇成了个*落汤鸡%& 小朋友

和家长们都看着我*哈哈%大笑!我酣畅淋漓地

感受着这*瀑布%的*洗礼%!不禁开怀大笑& 真

有趣" 真痛快"

接着!我又飞奔到*大喇叭%跟前& 望着水

流湍急的*大喇叭%我有些害怕了& 心里一直有

两个小人在战斗& 一个说'*上去吧!勇敢点" %

而另一个却说'*别上去!很吓人的& %最终我勇

敢地走向了*大喇叭%& 顺着弯弯曲曲的滑道!

我滑得越来越快! 渐渐的我便控制不住自己

了!头朝下-脚朝上地沉入水底!喝了一大口水

后!我大喊'*救命啊" 救命啊" %惹得围观的人

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我也羞红了脸跟着大笑

起来#

每当想起这件事!我就会不由自主地笑出

了声# 那真是一次有趣的冒险啊"

!辅导老师#贾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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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期盼已久的暑假

终于来了! 终于可以无

拘无束地玩儿了#

告诉你哦! 我的暑

假作业刚发下来我就开

始疯狂地写! 结果我在

第二天就全部写完了#

我很喜欢画画 !每

年暑假都会报美术班 #

今年我又让妈妈给我报

了一个美术班# 时间是

下午
"

点到

!

点 ! 我感

觉画画班里

好像我的画

最好看呢" 还有一点忘

了说! 我的同学王慧也

刚好在那里学画画" 这

就是缘分吧#

除了画画班以外 !

妈妈还想让我报舞蹈

班!说可以锻炼身体#不

过我不喜欢跳舞! 所以

没有报# 当然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

再报一个舞蹈班的话 !

我就没时间玩了# 我是

不是很贪玩呀.

这就是我的暑假生

活& !辅导老师#张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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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放假了!我要把暑期变得丰富多彩&

当东方的天际还未清晰时! 跑到阳台!

吸一口清新的空气! 会使人感到心旷神怡&

等到太阳初起!拿出一本书!尽情阅读!耳边

没有喧嚣的吵闹声!只有微微的晨风在你耳

边低吟!做什么事都回觉得舒心惬意&

书籍是人类的营养品& 我每天会读两个

小时的书!晨诵午读!在凉爽的晨风的伴奏

下吟诵美妙的乐章!在晚风的吹拂下和爸爸

妈妈共享书的甜蜜& 世界杯期间!父母借机

可以跟孩子聊聊世界各地的国旗- 风土人

情!也可以给孩子布置查资料的任务&

暑假里的每一件事都是快乐的!我希望

我的五年级生活也能像春天的阳光散发出

绚丽的光彩&

!辅导老师#张亚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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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了一个学期的学习! 大家都要在

暑假好好玩一玩吧& 下面我来给大家说一

说我的暑假趣事吧"

一天我和好朋友一起去广场玩! 突然

看到草地上有小葵花籽那么大小的蛐蛐&

我捉住看了看!它们还没长大呢!背上光溜

溜的没有翅膀& 以前我养过蛐蛐!它们都是

长大了的!有翅膀!还会用翅膀*唱歌%& 我

想捉几只回家养着!观察它们长大的过程&

于是我和朋友捉了许多小蛐蛐& 回到

家!我给小蛐蛐准备了一个盒子!让它们住

进去& 还给它们准备了黄瓜-菜叶等食物!

它们吃得可起劲了& 第二天!我打开盒子!

惊奇地发现有一只蛐蛐蜕皮了" 蜕下来的

皮黑黑的!刚蜕过皮的小蛐蛐却是白白的!

但长大了不少& 以前我只知道蝉- 蛇会蜕

皮! 没想到蛐蛐也会蜕皮! 大自然真神奇

啊"

我真希望有一天它们会长成大蛐蛐 !

每天奏出美妙的音乐&

这就是我的暑假趣事!既有玩的乐趣!

又增长了知识!有意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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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暑假我去了神往以久的西藏&

我们刚到那!就直奔目的地/00藏北羌塘

草原& 那里真美啊!蓝蓝的天-白白的云!躺在

草地上看着蓝天!便能产生很多的想象& 我和

弟弟在草原上奔跑-玩耍!过了中午!我们才去

吃饭& 说起吃饭!我可是个不折不扣的吃货!西

藏的美食还真是多!有强木都-香寨米粉-野香

蕉,,

吃完了饭!我们去了花海!遍地都是花!红

的-粉的-蓝的-紫的-黄的,,花儿可爱的笑

脸!仿佛天仙下凡!叫人忍不住想摸一下& 我们

一起躺在草原上看了日落&

西藏上空的星星!真是美极了!这可是在

我们市区无法看到的&

美丽的西藏!再见了!下次我一定再来欣

赏你的美景& !辅导老师#霍粉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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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这个题目你一定感到惊讶! 别人都是

减肥!我为什么要增肥呢.因为连续几次的体质

测试证明我是一个*瘦猴%!所以在这个暑假里

我要把自己吃胖些! 争取让体重进入正常范围

内&

增肥计划第一条'营养均衡& 我爱吃肉!不

喜欢吃青菜!也许正是因为荤素搭配不均!才造

成我目前的*筷子%身段& 看来学吃青菜将是我

的第一道坎儿&

增肥计划第二条' 适当运动& 生命在于运

动!运动可以增加食欲!增强肌肉感!不至于为

了增肥而显得肥胖!所以每天适当做做操!跑跑

步也是我增肥计划中必不可少的项目&

另外!以前同学对我说!这个暑期可以尝试

*吃%和*睡*这两种生活方式& 据说'饭后躺一

躺!不长半斤长四两&对于这种说法我虽然不太

信!不过为了我的增肥计划能圆满完成!我很愿

意*以身试法%&

还有同学告诉我可以多吃些油炸食品!这个

我会断然拒绝"拜托!我想长肉!不想长脂肪&我知

道!在烹饪技术中!*炸%不但使营养流失!还对身

体有害!我虽然增肥心切!但也不会盲目犯傻"

综上!立此为鉴!下定决心!*增肥计划%势

在必行& 祝我成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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