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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是什么 !"困难 #说人生是布

满荆棘和坎坷的道路 !"沮丧 $说人生

是无穷无尽的烦恼 !%失败 $说人生是

被击倒后的眩晕 !"自私 $说人生是不

择手段达到目的 & 而我要说 !人生是

从生命中开出的一朵灿烂的鲜花 &

人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 !难免

有磕磕绊绊 ! 失败之后我们需要什

么 ' 不是无穷无尽的烦恼 !不是灰心

丧气的绝望 !而是微笑 !不断看到希

望 !不断向前奋进 &

她从小就苦练乒乓球 !希望能进

校队 ! 却被人认为个子太矮被否定

了 & 但她却不气馁 !更加刻苦练习 !

终于凭借着自己的实力被国家队录

取 & 从此 !她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乒乓

球坛奇迹 ! 八年间包揽所有这项运

动的奖牌 !然后又刻苦学习英文 !取

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 & 她就是乒坛

皇后())邓亚萍 & 她的每一次华丽

转身 !无不浸透着汗水和艰辛 & 邓亚

萍用她的行动向我们证明了 * 实力

是赢得尊重的唯一法宝 ! 在挫折面

前不应该一蹶不振 !而是笑对生活 !

笑对困难 !努力克服它 !从而走向成

功 +

面对挫折 !我们不应整日浸泡在

悲伤痛苦的泥淖中越陷越深 ,面对挫

折 !我们不应长期颓废不振而迷失眼

前的方向 & 所以 !失败并不算什么 !关

键的是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 &

巴尔扎克说过 *苦难对于天才是块垫

脚石 !对于能干的人是财富 !对弱者

是一个万丈深渊 &

我们要做生活的强者 !将挫折作

为对自己的激励 ! 每天都保持乐观 !

总之 !笑对人生 !才能到达成功的彼

岸 &

!辅导老师"崔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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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和妈妈一起玩了一次弹力

球赛&

弹力球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种玩具&

它有好多颜色!红的-黄的-橙色的-粉

色的..像一个个色彩缤纷的糖果!令

人爱不释手& 拿起一个弹力球!往下轻

轻一扔!它会弹起很高!有时还会超过

我的个头!每当这时我可要费些力气才

能接住它呢/ 我觉得十分好玩&

比赛的规则是*谁弹的次数多谁就

赢& 我和妈妈分别拿起各自的弹力球!

我拿的是橙色的球!妈妈拿的是粉色的

球& 我先是轻轻地弹!弹力球就像一个

乖娃娃一样! 一下子就落进了我的手

里& 接着我的速度不断地加快!力气太

大了 !弹力球弹到了地板上 -桌子上 !

它跑到这儿!又跑到那儿!就像一个调

皮的小孩子一样& 我不得不跳着接它&

正当我筋疲力尽的时候! 看见妈妈已

经弹了
89

多个了!而且妈妈还在继续

数着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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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妈妈像捡到了宝贝似

的!我特别心急!因为我现在才弹了
08

个!妈妈马上就要突破
79

了 & 我看了

看我的弹力球!它停了下来!好像知道

我心里在想什么一样!故意不%给力#&

我一鼓作气再次拿起我的弹力球继续

弹 & 最后我弹了
79

个 ! 妈妈弹了
:9

个!妈妈赢了& 我和妈妈的笑声充满了

整个房间&

这次弹力球赛虽然我没有赢!但是

我很开心!因为有妈妈的陪伴!我感到

幸福&

!辅导老师"刘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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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暑假!周口晚报小记者部又组

织了一年一次的出国旅游& 今年的目的

地是韩国!一个美丽的国家&

早上! 我们坐旅游大巴到日照港

口!从那里乘游轮前往韩国& 当游轮进

入韩国海岸线时! 我的心情非常激动!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走出国门!想像着韩

国带给我的惊喜&

我们在韩国的第一站!就是韩国有

名的%爱宝乐园#!里面的游乐设施让我

们应接不暇& 其中过山车是我以前从没

玩过的! 这次我要克服心里的障碍!尝

试一下& 坐上去的时候!感觉自己的心

跳很快!随着车速的增快!我的心也跟

着车的节奏跌宕起伏! 尽管很恐惧!但

是我战胜了自己& 接着我们来到了动物

园!观看了海狮表演!还有黑熊-狮子-

老虎-企鹅-松鼠-北极熊-长颈鹿..

与它们来个近距离接触& 参观完动物

园!我们又来到了百鸟园!看到了各种

各样的鸟!还玩了水上过山车-转转杯!

看了水上表演& 当时!我就觉得这里真

是一个快乐的天堂&

紧接着! 我们来到了韩国的景福

宫!看到了不一样的华丽& 景福宫是整

个首尔保留完好的古老宫殿之中规模

最大-历史最悠久的一座!是当年李氏

王朝的正宫!至今已有
799

多年的历史&

我们还去了首尔市民安全体验馆!

接受了火灾 -灭火 -台风 -地震种种演

习& 演习让我们明白了遇到困难不能退

缩!要沉着-冷静!用科学的方法应对突

如其来的自然灾害&

6

天的行程很快结束了! 这次韩国

之旅让我流连忘返&

%辅导老师"刘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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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是我国仅次于春节的第二

大传统节日!这不!它伴着丰收的乐曲!

迈着欢快的步伐! 来到了我的身边!爱

吃月饼的我非常开心&

中秋节这天!我和爸爸-妈妈到超

市里为爷爷-奶奶买月饼!只见超市的

货架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月饼!有老式

的-广式的-滇式的-京式的!口味各不

相同!做工精致!花样繁多!让人眼花缭

乱& 月饼的馅料就更是丰富了!五仁-豆

沙 -冰糖 -芝麻 -蛋黄 -火腿等 !一应俱

全& 最后!爸爸为有糖尿病的奶奶选择

了无糖月饼&

晚饭时! 奶奶准备了丰盛的晚餐!

家里洋溢着欢乐的笑声!充盈着节日的

气氛& 唯一遗憾的就是因连着几天的阴

雨!中秋节的晚上!家人没有一起赏月!

心里隐隐有一丝的失望&

从奶奶家回去的路上!我无意中往

天空中望了望!惊喜地发现几日不见的

月亮姐姐正羞答答地从乌云中悄悄钻

出来!像是披着一层薄纱!朦朦胧胧!真

是好看& 面对中秋的圆月!我赶紧低下

头!默默许下了自己的愿望*祝愿我的

爷爷-奶奶健康长寿!祝愿我的家乡越

来越美丽/

!辅导老师"张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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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六一路小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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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里 !爸爸 -妈妈带我去游览

了海上仙境)))烟台长岛 &

长岛 ! 是我国唯一一个岛县 !位

于黄海和渤海交界处 & 我们坐着客

轮穿过庙岛海峡 !抵达了长岛 & 我们

首先去了月牙湾 ! 月牙湾因其形状

像弯弯的月牙 !由此而得名 & 月牙湾

最有趣的就是球石滩了 !放眼望去 !

在阳光的照耀下球石滩上闪烁着银

白色的光芒 & 那一枚枚晶莹剔透的

鹅卵石 !如同珍珠一样精美无比 &

从月牙湾出来 ! 我们去了九丈

崖 & 那近千米的悬崖令我惊叹不已 &

顺着崖壁往上看 ! 那上凸下凹的石

头仿佛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似的 &

九丈崖底 ! 一块块礁石屹立在海水

之中 !浪花拍打着礁石 !铿然有声 !

犹如一曲雄壮的乐曲 & 我们沿着海

滩 !走到了仙人桥 !站在桥上不禁让

人暇想 *当年八仙过海 !是否经过此

桥了呢 '

美丽的仙岛 ! 我要和你说一声

再见了 !不知什么时候 !能再次登上

充满神秘色彩的长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