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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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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我去参加了一项有意义的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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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尖子励志报告会$

那天!我早早地吃过早饭!来到周口人

民会堂$ 首先!学哥学姐们要把高中三年的

学习窍门教给大家$周彤姐姐的学习窍门是%

学习投入!放松心情$ 程艳霞姐姐的学习窍门

是%专注地学!痛快地玩$李永强哥哥的学习窍

门是%树立目标!踏实学习$吴思远哥哥的学习

窍门是%乐观生活!有效学习$刘文帅哥哥的学

习窍门是%高考是一场战争$ 王安然哥哥的学

习窍门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这次报告会让我学到了不少东西! 知道

了遇到不会的题要记下来! 要制订一个学习

计划$ 不要沉迷电脑游戏!该学的时候学!该

玩的时候玩$

这次报告会令我感触很大! 我一定要向

学哥学姐学习!长大后争取也能考上名校&

辅导老师#房俊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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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这天上午 ! 在周口人民会堂举

行的
#$%&

#高考尖子励志报告会上!考上清华

北大的六位学哥学姐的发言!让我感慨颇多!

受益匪浅$

来自农村的周彤姐姐! 摘取了周口市文

科第一名的桂冠$ 用她的话说!取得如此好的

成绩!除了她平时扎实的基本功外!与她良好

的心态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临近高考

时!她可以平静到一挨枕头就睡着'她甚至将

高考倒计时日历都可以忽略' 她可以把高考

当作高三的最后一次模拟考试((周彤姐姐

把高考看得很淡很淡!而我与她恰恰相反!每

次考试前都会担忧许多%粗心错题怎么办'要

是考不好怎么办((去想考试后的种种惨

状!结果!考试成绩总是不理想$ 我以后要向

周彤姐姐学习!无论考前考后!都尽力让自己

拥有一个乐观的心态!争取考出满意的成绩$

深深地印在我脑海中的还有刘文帅哥哥

的)三种精神*%战士的精神!战士好战!决不

畏战!不战则已!战则必胜'海绵的精神!学习

要像海绵吸水那样!吸得知识越多越好'蜗牛

的精神! 一个小小的蜗牛!尽管背着重重的外

壳!却一往直前!从不放弃$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独特的学习方法!相信

自己吧! 有了学霸哥哥姐姐们的学习经验!再

加上我们自己的不懈努力!不久的将来!我们

也可以成为学霸中的一员$ 辅导老师#张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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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们语言班开展了爱心捐款活

动!这次捐款是为
%'

岁的王佳慧捐款$ 她

是被点燃的汽油烧伤的! 全身烧伤面积

达
"#(

$ 高额的治疗

费用让王佳慧

的家庭陷入困境$

那天早上! 到现场捐款的人很多! 有捐

%$$

元的!有捐
)$

元的((有的小朋友把自

己的零花钱都捐上了$ 我也迫不及待地捐出

了自己攒下的所有零花钱$ 捐款结束前!一

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也来到了捐款现场!她

一下子捐出了
)$$

元((

捐款不分多少!善举不分先后!只要人人

献出一点爱!世界将会变得更美好$

辅导老师#李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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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去秋来!转眼间我长大了$ 春天!我在

菜园里播种的许多菜种子! 也在不声不响地

陪伴着我成长$ 如今!菜园里郁郁葱葱!生机

勃勃$

一场大雨之后!我走出家门!来到菜园$

一阵清新的空气迎面扑来! 首先映入我眼中

的就是那碧绿的黄瓜! 宽大的叶子爬满了黄

瓜架!长得比我还高呢& 我快乐地走近些!仔

细地看! 菜园中间的小青菜被大雨淋得东倒

西歪!有气无力地趴在地上!个个都像战败了

的士兵$ 不过!我知道!它们明天一定会精神

抖擞地站起来!微笑着迎接美丽的明天$ 苋菜

亭亭玉立在小青菜旁边!像把大伞一样!想保

护着下面幼小的青菜'苦瓜也长大了!绿油油

一片!瓜蔓株连!层层叠叠的绿叶中间点缀着

黄色的小花' 靠近墙边的几棵茄子肥大的叶

子上面还带着雨珠! 绿叶下面的小茄子像个

害羞的小姑娘一样躲藏着! 不敢出来见陌生

人'豆角密密麻麻地趴在围着园子的篱笆上!

有的像调皮的小娃娃一样翻过篱笆! 应该是

想到外面玩吧$ 很多成熟的豆角挂在枝头!奶

奶说要让它们长老!为下一季留下种子$

看着菜园!欣赏着这一园的风光!我久久

不忍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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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上午! 周口人民会堂座无虚席!

考上清华北大的六位学哥学姐在这里逐一进

行了精彩发言! 并向我们传授了他们的学习

秘诀$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李永强哥哥!他以
88!

分的好成绩考上了清华大学$ 在谈到学习时!

他说!个人习惯会成为人一生的财富$ 在高三

时!他坚持每天给自己定计划$ )只要你努力!

脚踏实地!就一定会有回报的*$

李永强哥哥从不抱怨作业太多+ 学习太

繁重!总是以乐观心态面对学习和生活$ 而我

自己呢! 放学回家总是先看一会儿电视再写

作业'今天的任务要拖到明天+后天$ 听了李

永强哥哥的发言!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改掉这

些坏毛病$

通过这次报告会!我明白了只要付出!就

一定有收获的道理$ 这次的励志报告会让我

受益匪浅$ 辅导老师#马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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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人类科技发达! 森林里的动

物们从人类那里也学会不少科学技术$

这一天! 一直不服气的兔子找到

乌龟!决心要用高科技再比赛一次!一

定不能再输给乌龟了$ 乌龟正好有一

些科技小发明! 早就想有个机会展示

一下了!就欣然答应了$

比赛这天! 森林赛场里挤满了各

种动物! 大家都想看看他们两个这一

次谁能赢$ 比赛开始了!跑道上!乌龟

和兔子各就各位! 只见乌龟四平八稳

端坐在他发明的喷射器上面! 兔子则

是骄傲地脚踩最新式的高速滑板!他

们精神抖擞!跃跃欲试$

)砰*!一声发令枪响后!喷射器尾

部冒出火团!高速滑板马达嗡嗡作响!

乌龟和兔子一起冲了出去! 动物们高

声为他们加油$

乌龟的发明还真是不错! 火箭一

样的速度! 一路遥遥领先! 终点不远

了!这次肯定又是赢了$ 正在得意时!

喷射器熄火了$ 乌龟慢腾腾地下来!一

看!原来是没油了!幸好带的有备用油

箱$ )赶快加油呀((*观众们着急地

冲乌龟喊$乌龟慢腾腾地加着油((这

时!只听)嗖*的一声!原本落后的兔子

一下超过了乌龟!观众一阵欢呼!为兔

子鼓掌$ 高速滑板也不差!虽然爆发力

不如喷射器! 但长久耐力还是很不错

的!而且是用电力的!不用加油$ 看来兔

子这次要咸鱼翻身了! 胜利就在眼前!

赢的感觉真好$ 淘气的兔子回头对着乌

龟做了个鬼脸$ 等兔子回过头来时!不

好!一棵大树!来不及躲了!)咣*!高速滑

板载着兔子撞了上去$ 观众都惊讶得张

大了嘴巴!真是不敢相信意外就这样突

然降临$ 好多星星呀!兔子天旋地转!倒

下了!像上次比赛一样睡过去了!不对!

准确地说是晕过去了((

不紧不慢的乌龟重新发动了喷射

器!不紧不慢地冲过终点线!在观众的

欢呼声中又一次赢得了比赛$

赛场的吵闹声也惊醒了兔子!终

点近在咫尺!可是已经晚了$ 再看乌龟

那里! 脖子上早就挂上了闪闪发亮的

奖牌!拍照的+签名的+献花的!无数粉

丝把胜利者围得水泄

不通$ 兔子看见乌龟

那慢腾腾的+ 不紧

不慢的样子!心里

就气得不行 !怎

么又是他赢了

呢, 我当时怎

么就回头了

呢,我怎么

就没看清

前 面 的

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