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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读书! 因为书几乎占据了我房间

一半的空间!书架上"床头"枕头下都有我

的书# 我爱读书! 因为书总是伴我进入梦

乡! 当我在书的海洋中遨游时! 我非常快

乐$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看%格林童话&!妈

妈进到我的房间!对我说'(太晚了!快睡吧!

明天还要上学呢$ )妈妈走后!我又接着看

书$ 过了一会儿!我听见有脚步声!赶快把

书放在枕头下装睡$ 妈妈进来了!看见我熟

睡的样子!便走了$ 等妈妈走后!我急切地

拿出书来津津有味地看起来$ 不知是妈妈

听见了翻书声!还是怎么的!一下子进来把

我抓了个正着!并严厉地训斥了我一顿$ 之

后我一晚上都没睡好!结果!第二天上课时!

我无精打采!一整天都没有精神$

唉* 谁让我爱读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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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 是一种普通的自然现象$ 可是今

天! 我却被雨中迷人的景象给迷住了$

雨有规律地下着! 小的雨滴落到水洼

里! 形成了一圈一圈的波纹! 大的雨滴落到

水洼里! (啪) 的形成了一个晶莹剔透的小

水泡$ 小水泡像个调皮的孩子! 在水里晃来

晃去! 还没玩够的时候! 就被另一个小水

滴压了下去$ 就这样! 一直下! 一直下!

雨水就像断了线的泪珠! 一直在往下落$

这些泪珠落到雨伞上! 发出 (啪啪) 的声

音! 连起来就像一首美妙的乐曲$ 那声音!

比乐曲更清脆$

房顶上那棵石榴树! 经过雨水的洗刷!

枝叶看着格外清新亮丽! 一个个石榴就像

许多个红灯笼挂在枝头$ 抬头往外望! 许

多高楼大厦, 独家小院! 早已被雨给吞没

了! 人好像身在仙境一般$

我走出家门!那密密的雨丝落到我的身

上!凉凉的!非常舒服$ 雨!无私地滋润了大

地"花草树木!使田野上的小花露出了笑脸$

雨过天晴! 天空中出现了一道美丽的

彩虹! 树更绿了! 花更红了! 小鸟在枝头

飞着! 喳喳地叫着! 好像天地间的万物都

在感谢雨妈妈的滋润$

迷人的雨景啊!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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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温暖的家!家里有爸爸"妈妈!

我们是幸福的三口之家$

爸爸是教师!平时工作特别繁忙$ 妈妈

呢!也是教师!工作也很忙碌!回家还要做许

多的家务$ 妈妈爱干净!家里每天都是干干

净净的$ 我是一个非常活泼的女生!喜欢读

书写字"唱歌跳舞$有时我会帮妈妈捶背!有

时会和妈妈一起做家务$

我很爱我的爸爸!也很爱我的妈妈$有

一次!我做错了事情!爸爸没有打我!也没有

批评我!只是给我讲道理!让我好好改正$

!

岁时!我的胳膊摔断了!需要动手术!看到妈

妈偷偷为我掉眼泪!我心里很难受!也哭了$

在住院的日子里!爸爸"妈妈一直陪着我!和

我一块玩玩具!给我讲故事!我更爱我亲爱

的爸爸妈妈了$

总之!我的家是一个充满爱的家!是一

个幸福的家! 我在这个家里感到无比温暖$

我非常爱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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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早晨!我翻了翻日历!呀!都农历

八月十五了*八月十五!不是中秋节吗+我可

以在月光下!吃着姥姥做的香甜可口的月饼

赏月啦* 真是太好了*

(刚出炉的月饼最香$ )姥姥说$下午!

我们就开始忙着做月饼!和面"加馅"成型"

倒入模具"放进微波炉--出炉后!哇!月

饼好香呀* 有紫薯馅的!花生馅的!绿豆馅

的--光闻味道就让人垂涎欲滴$

抬头看看天!已是黄昏!月亮的身影若

隐若现$ 于是!我们搬着凳子!拿着月饼!到

门外去赏月$

好不容易等到了晚上!啊!真美*月亮好

像一个白衣天使!发出皎洁的光$ 她的四周

环绕着一层光环!薄薄的云雾簇拥着她!像

是要托住她似的$ 星星们有的站在远处!驻

足痴望.有的围着她转!好像在翩翩起舞.有

的跟她在一起!似乎有说不完的悄悄话--

北斗星在月亮下面! 那可爱的小勺托着月

亮!似乎怕她掉下来$月亮托着衣裙!被它们

簇拥着!漫游在夜空$ 我想!月亮!你那么美

丽!你不幸福吗+你那边有砍桂花树的吴刚!

捣药的玉兔!孤寂的嫦娥!你一定觉得很有

意思吧* 月亮仿佛也听到了我的心声!好像

正朝着我笑呢*

吃完香甜的月饼!我看着月亮!想着'有

一天我也要到你那边去!我多想帮吴刚砍美

丽的桂花树!去逗一逗可爱的小玉兔!去陪

一陪孤单的嫦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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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实验小学!位于市区大庆路与

育新路交叉口东侧!是一个美丽的大花

园$ 每天!我们在这里学习,生活!像一

只只快乐的小鸟! 飞到了校园里的各

个角落$

清脆悦耳的下课铃声响了!同

学们欢快地冲出教室$ 快看!三五

成群的同学们!有的在校园里挥舞

着手中的跳绳!跟着节拍!蹦蹦跳

跳. 有的同学在一起踢毽子!只

见毽子忽高忽低! 像蝴蝶一样

在空中飞舞. 树荫下的一对

好朋友有说有笑!其中一位

同学还时不时地挥舞着胳膊!比划着.对面

的长椅上坐着一位喜欢阅读的女生! 手里

捧着百科全书!正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喜

欢运动的一些男生结伴同行! 他们在不远

处的操场上踢足球呢*

叮铃铃*叮铃铃*随着上课铃声响起!同

学们飞快地跑进教室!整个校园转眼间变得

一片寂静$ 明亮的教室里!老师在讲台上悉

心授课!台下!同学们聚精会神地听讲!大家

都徜徉在知识的海洋里--

我们的校园就是一个和谐,文明,进步

的成长乐园$ !辅导老师#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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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里!母亲带我和表姐去

青岛游玩$

我和姐姐在海边发现了

一些漂亮的贝壳$ 我好奇地试

着去掰一些贝壳 ! 想寻找里

面的珍珠 !可是有些贝壳可

以很轻易地被掰开 ! 而有

些却怎么也掰不开 $ 这

时 !表姐看到了 !跑过来

对我说 !能掰开的贝壳

已经死了 ! 而掰不开

的贝壳还活着 !

它在用自

己的身躯保护着里面的珍珠$ 如果它被强

行掰开!那么这个贝壳就意味着将失去生

命!但是躯体里面被保护的珍珠却完好无

损!颜色光鲜亮丽$ 而珍珠可曾知道!是贝

壳在用它的一生来保护着自己$

听了表姐的这番话!我不禁想到了我们

的母亲!她们不仅孕育了我们!还把青春献

给了我们!在人生道路的前行中遇到的坎坷

与磨难!不都是她们来帮助我们!给予了我

们足够的鼓励!让我们坚强起来!勇于面对

困难,征服困难吗+所以!我们不能辜负母亲

对我们寄予的厚望!要刻苦学习!好好生

活!学有所成!将来报答母亲!回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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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我离开了从小生长的地方!来

到大城市当校长$ 寒假到了!妈妈打来电话

说'(你好几年没回家了! 今年就回来一次

吧* )我高兴地答应了$

下了火车!我四处张望!(咦* 原来的小

平房怎么都变成了高楼大厦+) 我拿起旧地

图自言自语地说$ 我找啊找! 可就是找不

到家! 便叫了一辆出租车$ 坐上车后! 我

还没说要去哪 ! 车就开了 $ 我问司机 '

(我还没说要去哪! 你怎么就开走了啊+)

司机说' (这是自动扫描系统! 可以通过

你的脑电波找到你想去的地方$) 哦* 我明

白了! 这
$%

年里! 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 我透过车窗发现! 原来坑坑洼洼的

土地变成了平坦的水泥路! 大树变成了吸

尘器, 净化器! 小花变成了收音机, 自动

播放器--正当我对家乡的变化感到惊奇

时! 这时! 车停了! 原来是到家了$

我敲了敲门! 迎接我的是一

位机器人管家! 它用扫描系统扫

描我的手印后! 便给了我一双自动

行走的拖鞋$ 穿上这双拖鞋! 你只

要说出想去的地方! 它就会像孙悟

空一样飞起来把你带到目的地$

我本想快过年了! 妈妈应该在

家正准备年货吧+ 可是!妈妈却在客

厅悠闲地看着电视! 我问妈妈'(你

还没准备年货吗+ )妈妈却说'

(我带你去厨房看看 $ ) 这一

看!更让我震惊了 !原来 !厨房

里有
&

个机器人在忙着 !一个

负责做饭 ! 一个负责洗菜 !一

个负责收拾家务--而我们

只需要等着吃饭就可以了$

家乡的变化可真大! 我爱

你!我的家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