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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是收获的季节! 在这个

季节里!我顺利地升上了五年级!

我又见到了敬爱的老师和亲爱的

同学们! 看到同学们那一张张可

爱的笑脸时!我感到是那么亲切"

同学们兴高采烈地谈论着暑

假发生的各种有趣的事情! 有的

说起暑假里帮助家长干活的事

情# 有的说起暑假里参加了军事

历 奇 夏 令

营$$$% 读 万

卷书! 不如行

万里路&!亲身

感受了军事化的训练和生活''

新学期! 我希望我的学习和

生活更上一层楼! 为了取得优异

的成绩!我的计划如下(

首先!做好预习" 预习是学好

各科的第一个环节! 提前找出每

课的重点!这样能做到心中有数"

其次!上课注意听讲)做好笔

记!并对老师讲的知识点)难点要

重点记忆*

最后!按时完成老师布置的作

业!做到认真+仔细)不马虎!做完

后要认真检查,

我要持之以恒做到以上几

点!我对新学期充满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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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丹桂飘香)金秋收获的

季节里 ! 新的一学期又开始

了, 迎着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我

们又重新回到美丽的校园,

新学期开始! 我升入了四年

级! 并非常荣幸地进入了学校少

先大队部!谢谢老师和同学们对我

的信任和鼓励!我会做好本职工作!

认真)公平)公正地完成大队长交给

我的任务,

在新的学期里! 每个同学都有

自己的打算!我也不例外, 我要和

同学们和睦相处!听老师的话!专

心听每一节课!积极举手发言!勤

于动脑!善于思考!按时认真完

成作业#爱劳动!讲卫生!积极

参加学校组织的活动和老师

安排的任务,

在语文学习上! 我要

做到课前预习! 认识

课文中的生字词

语, 放学后!

认

真完成家

庭作业!还要及

时复习当天所学的

课文!以免忘记, 我以

后要把字写得更加工整!

还要多读书!提高写作文的

速度和做阅读题的效率,

在数学学习上! 我要积极

开动脑筋, 每次数学考试!我都

因为粗心而丢分! 这个学期我下

定决心要改正这个缺点,

在英语学习上!我要保持自己

的优势!多听)多读)多背)多默写,

另外!我要利用周六)周日和节

假日!继续参加英语)口才的学习!

增长本领# 积极参加小记者活动!

提高写作文的能力,

新学期! 我除了在学习上力

争不断进步外! 还要做一个爸爸

妈妈满意) 老师喜欢的好孩子!

在家里经常帮爸爸妈妈做一

点家务!比如洗洗碗)扫扫地

等,

我的新学期打算很

丰富!你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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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高气爽的
#

月!我们终于迎来

了期待已久的新学期,

我从二年级升到了三年级!再也

不是幼稚的%小屁孩&了,新同学中有

我认识的!也有陌生的!但我相信!不

久! 我们就会成为团结友爱的好朋

友.

对了!新学期!我的身高也有了

变化, 暑假期间!我参加了篮球训练

营! 不仅掌握了篮球的动作要领!而

且通过锻炼! 我的身高也 %突飞猛

进&! 从暑假前的
7328

米 到现在的

!3"9

米, 真可以说是%我运动!我健

康!我快乐!我长高''&

虽然身高给我带来了一定的喜

悦!但也给老爸带来了一些%苦恼&,

因为我们之前出去旅游!我坐车是免

费的! 现在爸爸就要为我买半价票

了,为了报答爸爸!在新学期!我还学

会了做番茄炒鸡蛋! 味道可好了!不

信!哪天我也给你露一手.

我们的功课也有变化!除了语文

和数学!又增加了英语+科学等科目,

学习虽然会有压力! 但是我也不怕,

因为在学习上!我有三个法宝(一是

上课认真听讲,二是课下认真完成作

业, 三是要勤学好问, 有了这三个法

宝!我相信我的学习一定会进步的.

新学期的新变化实在太多了!我

的老师更加认真负责了!我和同学们

更加热爱学习了!我的小妹妹也更加

懂事了! 我的钢琴技艺进步了不少!

走在去学校的路上!我发现我们的城

市也更加美丽+更加卫生了.

面对新学期的这些新变化!我告

诉自己!一定要更加努力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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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学期来临之际!我就想象

着那熙熙攘攘的操场和那欢声笑语

的班级,新学期!我们的作业会增多+学

的东西也会增多!因为我们又

上了一个台阶, 知识的

宝藏!我们会取之不

尽#智慧的海洋!我

们会远航探索, %书是

人类进步的阶梯&! 好好读

书!天天向上,我们身为
$7

世纪的学生!

要释放出属于
$7

世纪的学生的光芒.

认识了新的老师! 交了新的朋

友! 也有了属于我们的一个大集

体, 我们会团结互助+ 相互学

习+积极进取, 这样!我们

这个大家庭才会变得

更团结友爱,

在 学 习

中! 我们要做到 %五

心&(一是收心+二是决心+

三是恒心+ 四是爱心+ 五是用

心,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只要努

力!就会有收获, 愿同学们在新的学

期有所进步,

曾经的分数并不代表你在

新学期的成绩# 曾经

的表现也不代表

你在以后会一塌

糊涂, 如今是新的开

始! 我也要有新的打算,

在课堂上!我要多举手发言!认真听课!

不开小差, 相信只要我努力!就没有我

做不到的.

在今后的学习中!我一定会按

照计划进行!更加努力!更加用

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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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开始了!我认识了两

位新老师,

教数学的刘老师留着披肩

长发!一双大大的眼睛好像会说

话, 刘老师安排工作井井有条!

班里的每件事情经过刘老师的

安排! 同学们做起来得心应手,

刘老师还是一个时间观念很强

的人!她告诉我们也要做一个有

时间观念的人!做任何事情都要

遵守时间 ! 尤其是上学不能迟

到, 刘老师对我们非常关心!哪

位同学不舒服了!她就积极询问

情况并及时与家长联系, 刘老师

也是位要求严格的老师!在课堂

上 ! 她要求我们绝对要认真听

讲!不然!她就会用严厉的目光

提醒我们 ! 如果还有人做小动

作!谁就该挨批评了,

我们的语文老师也姓刘!她

高挑的个子 !明亮的眼睛 !盘着

头发非常淑女! 讲课很有趣!还

很温柔哦.

我喜欢我的两位新老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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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我们已经踏入了

新学期的门槛!开始了新学期的

生活,新学期!我们要收收心!快

速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中, 为此!

我列出以下学习计划!时刻提醒

自己勤奋好学,

对于学习中的知识不能马

虎!有不会的问题要经过一番思

考!如果思考后还是不会!就请

教同学或老师,每节课都要认真

听讲!特别是老师分析题目的时

候!更要仔细听!不能心不在焉,

写作业是一个重要的环节!认真

仔细完成作业能发现学习中的

不足!还可以巩固知识, 语文作

业要书写工整+仔细分析#数学

作业不能马虎!写完后认真检查

并验算# 英语作业要书写规范+

字迹工整,所谓%一分耕耘!一分

收获&! 说的就是只要努力就肯

定会有回报,

这计划似乎还难以囊括更

多的学习内容!但只要努力完成

计划!那么!收获一定是很多的.

学习还应该注意方法!爸爸曾经

对我说!人的大脑在上午是最灵

活的!所以!上午!学习一些技巧

性的知识!效果会比较好, 同学

们!让我们劳逸结合!珍惜这宝

贵的时间!勤奋学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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眨眼间! 充满欢声笑语的暑

假过去了!在飞舞的落叶下!一个

崭新的学期如期到来了,新学期!

我进入了五年级!又长了一岁!还

给自己制订了一个学习计划,

以前做题时!我总是出现不

该发生的错误!这都是因为马虎

造成的, 新学期!我一定要改

掉这个坏毛病!不

再出现因

为马虎

而发生的错误,

在茫茫的题海中! 错题总是

不可避免的! 可是重复地在同一

道题上出现错误就是自己的错

了,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新

学期! 我要准备一个记录错题的

错题本!经常拿出来看看!不让类

似的题再出现错误,

英 语

听力是我的一个弱

项 !老师常说 !英语听

力要靠平时锻炼 ! 新学

期 !我要多听英语 !争取提

高英语听力的成绩,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

涯苦作舟&!在学习的道路上!勤

奋是最重要的,新学期!我要努力

学习+认真听讲!给老师和家长交

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新学期畅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