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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起来!打开窗户!一阵凉风吹来!我不

禁打了个冷战!秋天终于来了"

来到公园! 我看到很多树叶都由绿变黄

了!纷纷扬扬的打着旋落下来!软绵绵的样子"

枫树上的叶子红红的! 好像一团团大红云似

的"树叶在秋风的催促下!在空中跳着舞!最终

掉到河流里!好像一只只小船似的飘来飘去#

走进花圃! 一些鲜艳的花儿枯萎了!凋

谢了" 但菊花却迎着灿烂的阳光!盛开怒放"

黄的$白的$紫的!争着开放!像天上的云彩$

像节日的火焰$像龙飞凤舞!五彩缤纷!好看

极了"

我像一只快乐的小鸟!在花丛中尽情地玩

耍嬉戏!累了!便躺在软软的草坪上!枕着胳

膊!看着天上飘着朵朵白云!一会儿像小狗!一

会儿像小鸭" 偶尔!一排排大雁排着人字队形

向南飞去!飞进了白云!飞向了远方%%

夜幕悄悄降临了!天上布满了一闪一闪的

小星星" 它们个个都是&调皮鬼'!一会儿追逐

打闹!一会儿蒙着眼睛捉迷藏%%

秋天真美呀( 我爱这美丽的秋天(

!辅导老师"樊琰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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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可亲可敬的妈妈! 大大的眼睛!

圆圆的脸庞!红红的嘴唇!可好看了)在我的心

里妈妈最美!妈妈最伟大* 知道我为什么要说

我的妈妈伟大吗+ 让我慢慢讲给你听吧(

近段时间!妈妈非常辛苦* 住在学校的姐

姐胃病犯了! 妈妈为了能让姐姐吃上饱饭!一

日三餐!往返三十多公里给姐姐送饭* 又为了

不耽误送我上学!妈妈很早就起床给我们准备

早餐!有时不能接我放学!妈妈就会千叮嘱万

嘱咐的对我说,&自己回家的时候!路上一定要

小心!千万不能闯红灯( '我知道!这句话中掺

杂着浓浓的母爱*

一次! 妈妈带我一起去学校给姐姐送饭!

我惦着饭盒!开始感觉很轻松!结果!从我家到

姐姐学校比较远!感觉饭盒在慢慢变重*这时!

妈妈问我,&饭盒是不是太重了!给我吧( '!我

连声说,&不重!不重!一点儿都不重* '虽然我

嘴上说不重!但心里真的觉得饭盒挺重的* 可

以想象!每天妈妈送饭!既要骑车!又要拎着饭

盒是何等的困难啊(当妈妈看到我手上的一道

道印记!心疼地揉着我的小手!吹了又揉!揉了

又搓*我在想!我才送了这么一次饭啊!和妈妈

相比!这点儿辛苦又算得了什么呢+

妈妈辛苦!妈妈忙碌!妈妈心里装着我们!

装着整个家!我长大后!一定好好地报答您-我

的好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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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盼到了 &十一 '小长假 !在国庆节

里 !我参加了周口晚报举办的 &学文化 !长

知识 !国庆假期亲子游 '活动 *

当妈妈告诉我要去参加亲子游活动

时 !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 我早早地起床 !

出发去集合点 * 当我来到集合地点时 !发现

小记者们已经来了很多人了 ! 看来着急的

不止我一个啊 ( 我们乘坐着大巴车 !在高速

公路上行驶着 !不一会儿就到了开封 !今天

我们在开封游览的地点是...东京极地海

洋馆 -包公祠 -天波杨府 *

在海洋馆里 ! 我见到了憨态可掬的企

鹅 !它们在水里游得可快了 !还有形态各异

的水母 !有的像蒲公英 -有的像蘑菇 -有的

千奇百怪 !漂亮极了 * 可爱的海狮 -海豚它

们表演的空中飞人 - 海洋之心%%博得了

观众的满堂彩 * 我还和白鲸来了个亲密接

触 !和它照了个合影 *

快乐的时光总是特别短暂 ! 活动接近

了尾声 ! 我们只能与开封依依不舍地说声

再见 !&再见了 ! 开封 ! 我们相约明年再相

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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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祖国迎来第
1:

个生日之际! 我有幸参

加了周口市第二届国际舞蹈邀请赛! 为了参

赛!我们都准备一个月啦*

/8

月
0

日 !天刚亮 !爸爸就开车把我送

到了周口市体育中心* 参加比赛的选手们陆

续来到场馆外!有
/8

多支代表队!选手们分

别来自
/8

个县市! 年龄最大的有
68

多岁的

爷爷-奶奶!年龄小的只有
;

-

:

岁的弟弟-妹

妹们!大约有好几百多人*各个代表队都穿着

美丽的服装!有跳现代舞的-拉丁舞的-广场

舞的!各不相同*

经过简单的化妆后 ! 我们依次进入场

内* 比赛的第三个舞蹈就是我们的!舞蹈名

字叫&可爱的布娃娃'* 随着音乐响起!我们

在舞台上欢快地跳着 !我们都很认真 !都生

怕做错动作影响到队里成绩* 舞蹈结束后!

观众席传来了雷鸣般的掌声!我们很高兴地

谢幕离场*

其它队表演了现代舞&小苹果'!还有蒙

古舞&草原我的家'!还有老年队的交际舞等*

最后!通过我们的努力!我们得了第八名!以

后我们会再接再厉争取拿到更好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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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们制造的废气-垃圾!把

地球给污染了!森林被破坏了!所有动物都无

法生存了*

动物们自相残杀! 为了一滴水都要拼个

你死我活* 有一天!森林里仅有的一点儿水!

被一只猴子发现了!它正要喝水!突然一只野

狗跑了出来!一下子咬住猴子的脖子!把猴子

咬死了* 与此同时!一只狼和一头熊在搏斗!

老虎和狮子在厮杀%%这时大象拉拉来了!

动物们想,完了!大象来和我们抢水了( 小兔

子跳跳说,&不许你跟我们抢水喝* '拉拉说,

&水在哪+ 我怎么没看见+ '大家回头一看!小

沟已经干涸了* 动物们都垂头丧气!到最后有

的渴死了!有的被吃了!有的直接自杀了!死

伤无数* 只剩下了大象拉拉和小白兔跳跳!拉

拉说,&跳跳!咱们去找人类吧!劝他们保护环

境!重建我们的家园* '跳跳说,&好啊* '

它们来到人类居住的地方!把自己的想法

告诉了人类* 这时!人类才意识到了他们犯的

错误!他们开始种树养花!节约用水!保护环

境卫生* 森林又出现生机勃勃的景象!拉拉和

跳跳又可以快乐地在这个星球上生活! 自由

自在*

!辅导老师"孔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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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暑假爸爸妈妈带我一起去了长乐度

假村!来到了我日夜向往的大海*

那金黄色的沙滩!那湛蓝的海水!像磁石

一样深深的吸引着我! 使我一改平日的文静!

加入了踏浪的行列*

&呀!浪来了*'我放眼望去!一排一排蓝色

的波浪顶着白色的花环!借着风势飞快地向岸

边涌来!越来越大*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

情形!心情十分紧张!连忙闭上眼!急急忙忙跳

了起来*刚落地!一排浪劈头盖脸地打下来!这

下让我免费洗了个凉水澡*

我揉了揉又麻又涩的眼睛! 舔舔嘴唇!什

么味呀!又苦-又涩-又咸*衣服紧贴在身上!裤

脚一边高高的卷着! 一边则无力的垂下来!水

珠不断地往下滴着*

我回头一看大浪又来了!这一次比上一次

更高-更大!我看准了时机跳下去!那感觉好像

浪在我的脚下! 回头一看浪已经冲上了沙滩!

随后又无力地退了下来* 哈哈!我胜利了(

这真是一次有趣的旅游!它永远在我记忆

的长河中*

!辅导老师"崔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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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再一次从日历中跳了出来!星期天!

我和爸爸妈妈决定去文昌生态园游玩! 一起

观赏秋天的美景*

进入生态园! 一阵阵秋天的气息扑面而

来!这里有柿子树-石榴树-橘子树!柿子树上

结满了红红的柿子!像一个个小红灯笼!把秋

天装点得火红喜庆* 石榴咧开了嘴巴!好像笑

着对我们说,&我可甜了!快来摘我们吧( '不

远处!菊花怒放!有金黄色的-紫红色的-淡黄

色的-雪白色的!姹紫嫣红!美不胜收(

回来的路上!我们来到金黄的田野!田野

里有雪白的棉花!黄黄的玉米!胖胖的冬瓜!

到处是一派丰收景象* 这时!从远处传来一阵

阵拖拉机的声音! 原来是农民伯伯在犁地播

种!他们真勤劳啊(

秋天是一个美丽的季节!是一个丰收的季

节!更是一个播种希望的季节!我爱美丽的秋

天( !辅导老师"樊琰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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