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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最伟大的爱!是母爱"

母亲的爱是伟大的! 更是无私

的"

记得那是一个冬天的下午!

放学回家时! 天正下着大雨!我

一路走着回家! 总觉得头重脚

轻!一到家!便倒在了床上"

傍晚! 劳累了一天的妈妈

下班回来!见我躺在床上!摸摸

我发烫的额头! 看着我痛苦的

神情!又望了窗外的大雨!二话

没说! 披上雨衣背着我向医院

走去"

一路上!风吼得更厉害了!

雨下得更大了! 风雨无情地向

我们袭来" 妈妈怕我被雨水淋

着!把雨衣的一大半给了我!把

我裹得严严的" 到医院后 !医

生给我打了针 ! 我迷迷糊糊

地睡着了"

我醒来时! 发现妈妈正坐

在床边"见我醒了!她微笑着轻

声问#$好点了吗%&我望着妈妈

湿漉漉的衣服和头发! 点了点

头!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妈妈为我付出的心血!为我

付出的爱!是难以衡量的"我只

有努力读书!来报答妈妈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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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充满美德而变得

更美丽 '社会 !因充满美德

而变得更和谐 '世界 !因充

满美德而变得更绚丽多彩"

可是!现在人们心中只有财

富!没有美德" 以前人们对

它(嘘寒问暖&!如今人们对

它(冷酷无情&"

中华美德是孝敬父母!

尊老爱幼))中华美德是珍

贵的!是无微不至的!是友谊

的!是充满阳光的"

去年! 有一位
!

岁的男

童捐髓救父!他的名字叫(小

峰&" 他的一句(抽吧!抽多

少都行!我是男子汉了&* 让

我们心痛* 他不仅发扬了我

们中华民族的美德!更拥有

孝敬父母的崇高品质*

美德!它是一个举动'它

是一个微笑'它是一幅五彩

缤纷的图画+ 只要我们用心

去体会!就会发现它无处不

在" 中华儿女!让我们一起

携起手来!让中华美德在这

个世界上流芳百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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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是发明家! 我会发

明一个时光机! 让人们看看恐

龙是怎样灭绝的! 让人们看看

古代人是怎么筑成长城, 金字

塔的! 让人们看看是先有鸡还

是先有蛋--

假如我是发明家! 我会发

明一个穿梭机! 穿梭机像观光

电梯一样! 一分钟可以到达上

海,北京,江南,南京--两分

钟可以到达美国,法国,韩国,

俄罗斯--

假如我是发明家! 我会发

明一种宇宙飞船! 让人们可以

到月球上旅游+

假如我是发明家! 我会发

明一个跑鞋! 不管有多远的路

程! 穿上这双跑鞋只需
"#

秒

就能到达你想去的地方+ 这双

跑鞋是运用超音速的原理发明

的! 还可以随意调整时速+

假如我是发明家! 我会发

明一件万能衣服! 冬天穿上它

很暖和! 夏天穿上它很凉爽!

非常舒服+

假如我是发明家! 我会发

明一个智能炒锅! 无论你做饭

多么难吃! 只要在智能炒锅里

做饭! 做出的饭就会比顶级厨

师做的还好吃+

假如我是发明家! 那该多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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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走了欢声笑语的

暑假! 迎来了一个崭新

的学期+在这个学期!我

要制订计划和目标 !让

我的成绩更上一层楼+

在学习方面! 上课

要认真听讲! 不做小

动作! 还要改掉粗

心这个坏毛病!

让我的成绩

像 芝 麻

开花

节 节

高 一

样攀升+

英语是

我的弱项 !

我 要 把 它

变 为 我

的强项 +

我要提前

预习老师

即将讲的内

容! 更要把老师讲

过的内容多复习几

遍+

在新学期! 我坚信我能全

面发展自己!提高自己!完善自

己+ !辅导老师#陈湘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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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我们学习了课文.詹

天佑/+ 读了这篇课文!我的心久

久不能平静!詹天佑一丝不苟,不

怕困难, 身先士卒的敬业精神和

爱国精神深深打动了我+

这篇课文讲述了爱国工程师

詹天佑克服重重困难! 主持修筑

第一条完全由我国的工程技术人

员设计施工的铁路干线000京张

铁路的艰辛故事+

读后! 我陷入了沉思# 清政

府在本国的国土上修筑京张铁

路! 难道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情吗%既然是的!那么帝国主义为

什么还要处处阻挠,要挟呢%终于

我找出了原因#落后就要挨打+那

么在我们这一代身上! 决不能犯

同样的错误+我们要好好学习!使

祖国更加强大+

詹天佑在外国列强的嘲笑

中!毅然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他不怕困难的精神是我们必须学

习的+我们做练习册的时候!有些

同学稍微遇到些难题! 就止步不

前!不动脑子!等着老师讲答案+

那些怕困难,等着老师(喂&的同

学长此以往!其境堪忧+ 醒醒吧*

只有不怕困难, 刻苦钻研才能获

得好成绩*

说来惭愧! 看了这篇课

文! 我也意识到我犯下的一

个错误+ 詹天佑身先士卒!

冒着生命危险在峭壁上

定点,测绘+而我呢%动

不动就让别人替我收

作业+我以后一定要学

习詹天佑身先士卒的

精神+

看了这篇课文!我

还想到了另一个爱国

志士000钱学森+ 钱学

森在美国获得了博士学

位! 当听到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的消息后!立刻

放下在美国的一切成就 !

立即决定回国报效国家 +

美国人为了阻挠他回国!居

然把他关在拘留所里+ 钱学

森受尽折磨!斗争了
&

年!冲

破美国人的层层阻挠! 毅然回

到了祖国+ 他为了报效祖国!舍

弃了在美国的一切! 他也是一

位和詹天佑一样的爱国志士+

少 年 智 则

国智! 少年强

则国强+同

学 们 !

让 我

们

一

起

好

好

学

习 !

将 来

像詹天

佑 一 样

报效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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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天早晨! 我们大约
'##

名周口晚报小记者在报社老师的

带领下! 乘坐
(

辆豪华大巴去郑

州点点梦想城游玩+

经过
"

个小时的车程!我们终

于到了目的地+哇*这里好美呀*有

漂亮的商店,食品店!形态各异的

体验馆--简直是一座漂亮的城

堡+

首先!我去当了一名消防员+

听工作人员简单介绍了一些消防

知识后!我换上了威武的消防装!

坐上了火红的消防车! 迅速来到

(失火&现场!拿起消防枪!对着熊

熊大火!喷起了水+ 不一会儿!大

火就被我们扑灭了+ 我们每人得

到了
&

元点点币+ 拿着自己挣的

(钱&!我高兴极了+

接着!我又去采矿场!当了一

名采矿工+ 随着工作人员一声令

下! 我拿起铁锹开始使劲地挖起

来! 不一会儿我就挖到了一块闪

亮的(宝石&!我兴奋得大叫起来+

接下来!一块又一块的(宝石&被

我挖到+ 我挣到了
)#

元点点币+

最后! 我又体验了邮递员,

小法官,蛋糕师,医生,警察等职

业 !拿着我辛苦挣来的 (钱 &!真

不舍得花+

这次体验之旅!让我体会到

了大人们挣钱的辛苦+ 以后我

要好好学习!来报答父母对我

的爱+等我长大后!我一定去

实现自己真正的梦想*

!辅导老师#赵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