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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像流水一样悄悄地溜走了!一

个快乐" 开心的暑假也悄悄地被带走

了#暑假里!我学会了做饭!完成了暑假

作业! 还看了许多书$$这个暑假!我

收获了很多#

在这个暑假!我最大的收获是学会

了做饭# 做饭可是不简单!不同的菜有

不同的做法# 经过一个暑假的练习!我

的厨艺有了很大提高!现在已经会做寿

司%三明治和可乐鸡翅了&

在这个暑假!除了做完老师布置的

作业! 我还阅读了许多的课外书籍!有

'阳光姐姐小书房('阳光姐姐校园派(

和一些冰心的作品# 这些书!让我学到

了很多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也让我开

开心心地度过了整个暑假#有这么多的

好书陪伴! 我的暑假过得既充实又快

乐# 辅导老师#王金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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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星*快看!流星*真的流星
#

+我

惊呼着!长这么大!我是第一次亲眼看

到真实的流星& 一直以来!每当我从电

视里看到流星雨划过夜空! 除了羡慕

之外! 便憧憬有一天流星能出现在我

眼前& 可就在今天!就在此时!它真真

切切地出现了!怎不叫人激动惊喜呢,

内蒙古的星空格外美丽! 也是我

见过的最美丽的夜空了* 对于在平原

长大的我来说! 大草原的夜空美得让

我震惊
#

太阳爸爸还没有下山!星宝宝

们已经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 它们好

像很怕太阳爸爸会吵它们似的! 在大

山爷爷的身后躲躲闪闪的! 等太阳爸

爸完全被大山爷爷遮住后! 星宝宝们

像脱了缰绳的野马一个接着一个飞了

出来& 一"二"三"四$$哇!好多星星

呀* 漫天的星星你争我抢!一眨眼的功

夫都挤了出来!让人眼花缭乱!多得让

人数不过来&

我一个人躺在草地上!静静仰望星

空!看这群星宝宝们嬉戏!它们仿佛也

在看着我!在对我眨眼睛&这时!一颗流

星划过! 我惊叫着一下子坐了起来!瞪

大了眼睛!仔细地盯着星空!我怕再错

过那稍纵即逝的流星& 终于!又一颗流

星从我的眼前划过!一颗"两颗$$真

的有流星!还有流星雨!我第一次亲眼

看见* 我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

如

同在梦境!又如同在画中*这时!又有许

多许多流星从我眼前划过!形成了流星

雨&)好美呀*+我不由自主赞叹道!情不

自禁地赶紧闭上双眼许了一个愿望&我

好开心!好幸福!能看到这么美的流星

雨"这么美的夜空&

美景是一时的!回忆是一世的& 那

场美丽的流星雨永远留在了我的心底*

还有那个美丽的愿望$$

辅导老师#张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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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秋高气爽!风轻云淡& 吃过早

饭! 我兴高采烈地来到由周口晚报组

织的 )百双小手画汽车+ 大赛活动现

场---市体育中心&

比赛开始了! 我们慌慌忙忙地走

上舞台! 迅速站好自己的位置开始绘

画&我精神饱满地拿出画笔!开始画飞

机式汽车&不一会儿!一个评委站在我

的面前!问我.)你画的是什么汽车,你

为什么要画这样的汽车,+我不假思索

地答了出来&转眼间!比赛时间只剩下

$%

分钟了 !我开始紧张起来 !也开始

加快速度! 还好我在规定时间内画完

了&

紧张的时刻到了! 工作人员开始

念获奖人员的名单了! 我仔细聆听着

每一个小记者的名字& 当工作人员念

到我的名字时! 我激动万分地走上舞

台!领取奖品和证书&

这次比赛! 虽然我只得了个优秀

奖!但我坚信一份汗水!一份收获!有

付出就会有回报& 只要我刻苦练习!明

年我一定可以取得更好的成绩&

辅导老师#马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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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校园很美很美! 你们想看

吗, 那现在就和我一起走进那美丽又

迷人的校园吧*

春天! 校园正是花草树木争奇斗

艳的时候& 二/

&

0班门前的花坛里开着

五颜六色的花!有玫瑰%迎春花$$正

在悄然绽放& 柳树和梧桐树嫩绿的枝

叶随风摆动&

夏天!太阳照进了美丽的校园!校

园到处散发着勃勃生机& 蝉在树上)知

了%知了+地叫着& 一条条柳条从树上

垂下来!好像仙女姐姐系上的绿丝带&

秋天!校园被染成了黄色& 天气凉

爽了!树叶都黄了!一片片叶子像美丽

的蝴蝶翩翩起舞! 校园里铺上了一张

金灿灿的地毯&

冬天!下雪了!校园又被染成了雪

白色& 这纯洁的白雪是多么美丽!小朋

友们可以打雪仗%堆雪人!同学们玩得

非常高兴&

小朋友们!我们的校园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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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和妈妈要去西华摘葡萄!

这是周口晚报举行的小记者亲子活

动&

很快! 我们就坐车来到了玉桂葡

萄园& 庄园主人首先给我们讲解了庄

园里葡萄的品种! 有 )夏黑+%)红宝

石+%)醉金香+和)贵妃葡萄+%)户太
'

号+等
$%

多个种类&

领了剪刀和篮子 ! 我和妈妈就

快速冲进 )巨玫瑰 +这片葡萄园里 &

妈妈负责拎篮子 !我负责剪葡萄 & 妈

妈告诉我哪串葡萄好 ! 我就用剪刀

小心翼翼地把它剪下来 & 不一会儿

我们就摘了好几大串葡萄& 接着!我

们又来到 )夏黑 +这片葡萄园里 & 妈

妈剪第一串时 !手没拿稳 !葡萄掉在

地上 ! 全散了 & 我不在意地对妈妈

说.)掉在地上的葡萄不要了!我们再

重新摘吧& +妈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人家种葡萄是多么辛苦呀 ! 即使散

了!也能吃!否则多浪费啊* +我觉得

妈妈说得很对!就把散落在地上的葡

萄一颗一颗地捡了起来&

最后!我和妈妈采摘了一篮子晶莹

剔透的葡萄!真是战果累累啊*

我认为! 这是我参加小记者活动

以来最快乐%最有意义的一次活动&

辅导老师#樊琰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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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暑假! 我读了一本书! 名叫

'笑猫日记之从外星球来的孩子(&

这本书的主要人物有胖头%笑猫%

虎皮猫%宝宝%宝宝爸%宝宝妈& 笑猫是

胖头的爸爸!也是虎皮猫的老公& 它不

但会笑! 还能听得懂人话! 也会说人

话&

有一天!笑猫带着胖头出去玩!它

们走到银杏树林的时候! 胖头看见了

一个孩子一直在一棵银杏树下转圈!

它很好奇! 就和爸爸慢慢走到这个孩

子的身边& 笑猫对着这个孩子说话!可

他却不理笑猫& 过了一会儿!笑猫蹲下

来对着这个孩子笑! 这个孩子也对着

笑猫笑& 胖头发现只有爸爸的笑才能

吸引这个孩子!于是!就开始认真地跟

爸爸学习笑& 很快!胖头就学会了笑&

过了一天! 笑猫带着胖头又来到

那片银杏树林!又看见了那个孩子& 笑

猫听见有人叫那个孩子)宝宝+& 笑猫

从他们的对话中知道他们是宝宝的爸

爸%妈妈& 宝宝其实就是一个患有孤独

症的孩子& 他会经常围着一棵大银杏

树转圈!一边转一边高举着双手!嘴里

还念念有词& 然而!胖头的笑居然可以

让他短时间内摆脱孤独症! 于是胖头

决定帮助宝宝& 胖头用宝宝爸爸送给

宝宝的钢琴为他弹奏优美的曲子!宝

宝居然用小手给胖头打节奏& 宝宝妈

妈看见了! 便送给宝宝一根银光闪闪

的指挥棒& 宝宝像个小小的指挥家!同

胖头配合得十分默契& 渐渐地!宝宝远

离了孤独!最终摆脱了孤独症&

读了这本书!我深深感受到!笑可

以让患有孤独症的孩子摆脱孤独症!

过上快乐的生活& 所以!在生活中我们

要笑着过好每一天! 要快乐地生活下

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