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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是我国的历史名城!是"七朝

古都#!是清明上河图的原创地!也是旅

游胜地$

"五一%期间!春光明媚!气候宜人!我们

一家去开封旅游$

我们首先游览了开封龙亭$ 大门是宋代风

格建筑!青砖灰瓦!宫灯高挂$ 步入公园!迎面是

一座拱桥!叫玉带桥!桥两边是宽阔明净的湖水!

四周是郁郁葱葱的垂柳$ 游人有的在划船!有的在

乘坐游艇!有的在不停拍照$ 龙亭公园内景色迷人!

人流如织!热闹非凡$ 奶奶说东边的湖叫"潘家湖%!之

前湖水浑浊!西边的湖叫"杨家湖%!湖水清澈!这一浑一

清!代表着奸臣和忠臣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 现在!湖

水被人们改造!两边湖水才都一样清亮$

我一口气登了
#$

级台阶!来到龙亭最高处$只见龙亭金碧

辉煌!雄伟端庄!大殿内红色的圆柱上盘旋着金黄色的威龙$向

下望去!整个公园尽收眼底!真是美极了$龙亭下面的蜡像馆!再

现了宋代繁荣景象!那些蜡像的眼睛&头发&皮肤都惟妙惟肖!栩

栩如生$

我们还游览了驰名中外的大相国寺!寺内钟声悠扬!人声鼎沸!香

烟弥漫$ 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千手千眼佛!四面都是同样的佛像!据说

是宋代工匠用一颗银杏树雕刻的!真是巧夺天工$ 还有那些姿态万千的

八百罗汉!令人叹为观止!不愧为久负盛名的古寺宝刹$

这次旅游!我受益匪浅!因为不但游览了开封这座历史名城!而且还让我

了解了开封的一些历史文化$

!辅导老师"马国忠#

%

月!是葡萄成熟的季节!周口日晚社组织小记者去玉桂葡萄

园摘葡萄$

那是一个飘着小雨的下午!我和妈妈&弟弟坐上了去玉桂葡

萄园的汽车!一路上我已没有心情观赏公路两旁的风景!因为心!

早已飞到了葡萄园$

车到站了!我迫不及待地先跑了进去$据园长讲!葡萄园

占地
&'''

亩!有"贵妃玫瑰%&"夏黑%&"金手指%&"醉金香%等

&(

个品种$ 园长简单介绍园里的情况后!说了一句让大家

激动人心的话'"现在!大家可以开始品尝葡萄了( %这时!

小记者们争先恐后地跑到葡萄架下!有的寻找着葡萄!

有的挥舞着剪刀!有的干脆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我们拿着剪刀!挎着篮子!开始

了我们摘葡萄的辛苦旅程$ 我弯着腰穿过一个个

大棚!什么都没摘到$妈妈让我们不要气馁!并且

不停地鼓励我们$ 终于!我们摘到了两串葡萄!

一串)夏黑%!一串"金手指%!我们高兴得蹦了

起来!准备再好好大干一场$ 这时!妈妈却

说'"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回去了$ %听了妈

妈的话!我和弟弟顿时哭丧着脸!连脑袋

都耷拉了下来$ 妈妈看到我们这个样

子!又带我们到集合点那里挑选几串

自己喜欢的葡萄! 这才依依不舍地

回到了车上$

这次活动!我不仅品尝到

了酸甜可口的葡萄!还真切地

感受到了农民伯伯的辛苦$

辅导老师"李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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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来了! 果园里一派丰收的景象$

柑橘渐渐成熟了! 有的七八个挤在一

起 ! 好像在开会 * 有的三五个挤在一堆 !

好像在窃窃私语 * 还有的独自站在枝

头! 好像在寻找伙伴$

柿子也成熟了! 风一吹! 有的

一屁股坐在地上 ! 成了一堆烂泥 $

有的神气地挺着胸! 有的谦虚地

低着头 ! 还有的藏在绿叶后面 ! 好像在和同伴玩捉迷

藏$

石榴个个都裂开了缝! 露出牙齿似的石榴籽 ! 好像

一个个娃娃咧着嘴在笑$ 打开一看! 籽好红啊( 一粒连

着一粒! 粒粒都像一颗红红的水晶石$

葡萄茂密的枝叶向四周展开! 就像搭起了一个绿色

的凉棚$ 葡萄架上一大串& 一大串的葡萄! 有红的& 紫

的& 绿的! 像珍珠& 像水晶! 真美啊(

梨树上的大鸭梨 ! 金灿灿的 ! 风一吹 !

就像一个个调皮的孩子在荡秋千(

苹果树上的苹果 ! 就像挂了万盏红

灯笼 ! 像一个个害羞的小姑娘羞红了

脸 $

秋天真是一个丰收的季节! 我爱

秋天! 更爱秋天的果园$

!辅导老师" 高运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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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在鹿邑县李庄村! 在我家门口! 有一条

清澈的小河$

春天来了 ! 河岸的柳树 & 杨树悄悄发芽

啦 ( 柳树的叶子嫩绿嫩绿的 ! 小草也探出头

来 ! 河水清澈见底 ! 有许多小鱼在河里游来

游去 $

夏天! 柳树的枝条碧绿碧绿的 ! 像

马尾巴一样 ! 风一吹 ! 随风摇摆 ! 多么

迷人呀 ( 每当夏天到来时 ! 蝉儿们就

开始在树上安营扎寨$ 蝉喜欢炎热天

气 ! 越是气温高 ! 它们劲头越足 !

从早上到晚上不知疲倦地进行大

合唱' )知了+++知了+++$%

秋天! 树的叶子变黄了! 风一吹! 一片片树叶从

树上落下来! 像蝴蝶一样在飞舞$ 许多小鸭子在水里

玩耍! 有的小鸭子把头扎进水里! 从这边的水里钻

过去! 在水的那边出来! 捕几只小鱼做晚餐! 又

顺便看看风景$

冬天来了! 河面上结了厚厚的冰! 树上光

秃秃的! 一片树叶也没有$ 一场大雪过后 !

大地& 树上& 房顶上都变白了! 就像给大

地铺上一层厚厚的棉被$ 树上的雪很多!

风一吹! 雪都掉下来了! 小朋友们快乐

地堆着雪人$

这就是我美丽的家乡 ! 你喜欢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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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里!妈妈带我去了美丽的三亚$

这次旅行!最令我难忘的就是在大东海潜

水了$

到地方后!潜水教练给我戴上氧气瓶!先

带着我在海面上漂浮!适应一会儿后便向水下

潜去$刚开始往下潜时!我有点儿害怕!眼睛不敢

睁开!过了一会儿!我睁开眼睛一看!哇(海底世界

真漂亮啊( 各种五彩斑斓的鱼!看得我眼都不够用

了$现在我们进入了)珊瑚大峡谷%!在这个峡谷!见到

的鱼比刚才还多!也有很多好看的珊瑚$ 就在我看得入

迷时!一不小心把嘴里含的呼吸用的咬嘴碰掉了!我呛

了一口海水!又咸又苦!赶紧憋住气向教练打出上升的手

势$ 教练带我上升到海面!把咬嘴重新接上后!我们又继续

向下潜去$ 这次我看见一条石斑鱼!刚想上前摸摸它!教练向

我摆出危险的手势!让我不要靠近它$我不仅看到了石斑鱼!还

看见了电鳗$ 这种鱼好像更危险!所以我得离它远一点儿$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
)'

分钟过去了!这时!教练打手势

告诉我气瓶里的氧气快用完了!就这样!我恋恋不舍地上岸了$

通过这次潜水!让我亲身体验到了海底世界的美丽!见到了平时

在生活中见不到的神奇景象!同时也锻炼了我的胆量$

今天!要参加夏令营了!我早早起床!心里充满了激动和期待$

)出发了( %我高兴地喊着&跳着!带着书包和帽子就上了路$到了生态

园!我看到了教练和许多同学$ 我们在门口合了几张影!就开始往军营

走$ 一路上我们有说有笑!有的人在憧憬军营是什么样子!有的人在讨

论什么时候打真人
*+

!还有的人在讨论穿上军装是什么样子的--

军营到了!教练先给我们排队&发军装!接着让我们换上衣服!

然后集合$ 到了打真人
*+

的时间了!教练先把枪发给我们!然后

把游戏规则和注意事项讲给我们听!最后!让我们去各自的位置

上做好准备$

一场"战争%开始了!因为我拿的是一把狙击枪!所以我

飞快地跑到楼上!占据有利地形!并迅速把枪架在屋顶上

瞄准出口$ 突然一个 "敌人%来了!还没等他开枪!我就一

枪结束了他的"性命%$ 就在我暗自得意的时候!"敌人%

的子弹也打中了我!我吓得连忙蹲下 $ 过了一会儿!

队长说'"我们一起冲! 狙击手作掩护( %说着就带头

冲了上去! 不一会儿敌方就被我们消灭得只剩下

一个人了$ 就在我们要庆祝胜利的时候!我们队

有几个队员不幸"中弹%了$ 我们一看!原来是

教练打的$ 我们的队友陆续"阵亡%!到了最

后!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急忙喊道'"我投

降( %然后假装顺从地走到教练身边!突然

举枪对着教练猛射! 并哈哈大笑说'"你

忘了兵不厌诈吗, %就这样!最后一个

"敌人%被我消灭了$

活动结束了!我们一个个都热

得汗流浃背!累得精疲力尽!但是

我们心里却感到非常快乐和充

实$

辅导老师"单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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