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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一个美丽的校园!走

进学校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随风飘扬!好

像在和我们招手!向敬爱的老师

问好"一幢雄伟壮观的教学楼矗

立在校园中心!秋风吹过!一排

排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传来朗朗

的读书声!清脆而悦耳"

#叮铃铃$$%下课了!同学

们三三两两地走出教室!来到校

园里& 操场上!同学们有的在枝

繁叶茂的大树下认真地看书!仿

佛陶醉在书的海洋里'有的兴高

采烈地谈论着丰富多彩的生活

趣事'有的拿着课本(端着仙人

掌!赶着去制作标本'有的在欢

快地跳绳(踢毽子(踢足球$$

整个校园里充满了欢歌笑语&

我们的校园祥和( 欢乐(美

丽!同学们在这里一定会好好学

习!一起进步!一起成长&我爱我

们的校园&

!辅导老师#雷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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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班竞选班长!还没走到教室!我的

心就)嘣嘣%直跳!因为我已经准备好了稿子!也

想参加这次班长的竞选&

要竞选班长了!同学们都把腰板挺得像筷子

一样直!静静地等候着老师的安排& 竞选开始了!

首先上台的是闫驰宇!虽然她说话有时候声音不

高!但正如老师说的那样!只要站在这个讲台上!

就离成功更近了一步& 接下来又有好几位同学上

台!他们一个个都博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

直觉告诉我快结束了! 我的心里很矛盾!是

去还是不去* 去吧!觉得害怕'不去吧!昨晚对着

镜子练了十几遍!不白白浪费了吗* 正当犹豫时!

突然听到老师和同学们在数倒计时!我鼓足勇气

举起了手!一个声音响起来+)有请魏思羽, %我的

心剧烈地跳动着!大脑里一片空白!不知道是怎

么走上讲台的& 站在那里!只感觉所有的眼睛都

在注视着我!我不敢朝台下看!腿情不自禁地在

发抖!无论怎么都控制不住& 幸好我昨晚写好了

稿子!我拿出稿子大声读起来!慢慢地!仿佛自己

正在镜子面前大声朗诵呢, 我的心情逐渐平静了

下来!终于顺利地完成了演讲&

投票结束了!虽然我只得了
(&

票!但我很高

兴!因为我战胜了自己& !辅导老师#于慧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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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蓝的天空!清清的湖水

哎 !绿绿的草原 !这是我的家

哎--我爱你!我的家--%听

着这首歌 !梦想着我什么时候

也能生活在这样的地方 !这也

应该是所有人梦想的家园&

我们生活的城市!汽车越来

越多!汽车尾气把空气一点一点

地污染掉' 工厂也逐渐变多!工

厂里排出来的废气把蔚蓝色的

天空污染成了灰色!排出来的废

水流进小河!流向大海!把清澈

的小河和蔚蓝的大海都污染成

了黑色& 小河里生活的小鱼(小

虾!大海里的各种生物都奄奄一

息& 而且!人们乱砍滥伐大量的

树木!土地越来越少!高楼越来

越多!当沙尘暴来临时!因为没

有大量树木去阻挡沙尘暴!人类

马上就要吃到自己种下的苦果&

我们应该从自己身边的点

点滴滴做起&出门吃饭不用饭店

的一次性碗筷!购物时不用超市

的一次性袋子! 出门住宿时!不

用宾馆的一次性洗漱用品&我们

还要节约用水!淘米洗菜的水可

以用来浇花!洗脸的水可以洗拖

把(冲马桶& 还有好多节约的方

式!如果做不到节约!那就做到

不要浪费&

节约!从我们身边的一点一

滴做起!拒绝浪费&节约是美德!

浪费最可耻! 在大家的努力下!

相信我们的城市会变得更加美

好, !辅导老师#张桂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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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下午!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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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的教室

里! 不停地传来阵阵掌声和笑

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让我带

着你去看个究竟吧,

#今天!我们来个鬼脸比赛!

大家可以调动身体的各个器官

和身边的所有物品!给大家做鬼

脸!谁做得最搞笑!谁就是我们

班的鬼脸冠军, %老师的话音刚

落!教室里就炸来了锅!大家七

嘴八舌地议论着!竞争着&

五分钟以后! 比赛正式开

始& 徐子雯自告奋勇地首先上

台!她的表演赢得了一阵热烈的

掌声&接着!又有几位同学上台!

同学们的掌声和欢笑声经久不

息&现在!李佳豪走上讲台了!他

什么都没做!仅靠形象就叫人笑

喷了000脸上 ( 头上都抹上了

水!湿淋淋的!整个一落汤鸡&他

自己也笑个不停!双肩剧烈地抖

动着!像吃了笑药&

老师打着安静的手势 !过

了好久!大家才安静下来&只见

他脸憋得通红! 看得出是在拼

命忍住不笑& 我们都屏住呼吸!

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生怕错过

什么好戏! 希望他能搞出与众

不同的花样& 突然!他两只眼睛

向上翻!只留下眼白!嘴巴张得

大大的!舌头伸得老长!翘起兰

花指! 身体颤抖着前后左右剧

烈地扭动!像发了羊痫风& 大家

先是愣了一下! 随后爆发出排

山倒海般的笑声! 我的肚子都

快笑破了,

表演结束了!要选鬼脸冠军

了!同学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

向了李佳豪& 这回!李家豪在我

们班可出了大名,

!辅导老师#于慧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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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高气爽的季节来临!人们

换上了时尚的秋装&一排排大雁

向南方飞去!告诉大家!它们要

去南方过冬了&

秋天是个多彩的季节 & 枫

叶红似火 !银杏叶变成了金黄

色 ! 小草脱下了绿色的长裙 !

换上了黄色的衣服准备过冬 &

白色的 (黄色的 (紫色的菊花

迎风绽放 ! 桂花也不甘示弱 !

金桂飘香 !沁人心脾 & 苹果树

上结满了涨红了脸的苹果 !黄

澄澄的香梨压弯了树枝 !红红

的柿子和石榴在秋风中向人

们招手 !好像在等着人们来尝

鲜呢,

秋天是个丰收的季节&一望

无际的稻田! 像铺了一地的金

子!一阵风吹来!掀起一层层金

色的波浪& 田野里!棉花咧开了

嘴!高粱笑弯了腰!大豆撑破了

肚皮!只有玉米挺直了腰杆向我

们微笑& 好一派丰收的景象!农

民伯伯看在眼里! 喜上眉梢!笑

得合不拢嘴&

秋天充满了欢声笑语!秋天

里洒下了丰收的喜悦!我喜欢秋

天,

!辅导老师#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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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郭欣然!不仅名字好听!人长得也不错+

乌黑光亮的长发!单眼皮看上去特别精神!眼睛

虽然小!但很有神!眼珠黑亮黑亮的像颗珍珠&

我从小就崇拜花木兰( 穆桂英这样的女英

雄!也立志做一名女汉子& 上学前班时!我缠着妈

妈给我报了跆拳道班!每年暑期我都去练习& 所

以我的身体很棒!在学校里!谁也不敢欺负我,

从小!我就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 记得有一

天!我的好朋友翟诩邀请我去打羽毛球!虽然尽

力拼搏!我仍然成了她的手下败将!不由得万分

气恼& 回家以后!我把自己多年积蓄的硬币都拿

出来!买了一副羽毛球拍 !有空就练 !没有人教

我!我就用乒乓球代替羽毛球!对着墙打& 一次不

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终于摸熟了它的脾气&

几个星期后!我主动去找翟诩比赛!结果以
(#

比

!

的悬殊比分赢了她&终于一雪前耻!我心里特别

高兴, 凭着这股劲儿!我的学习成绩在班里也一

直名列前茅&

我还是个铁面无私的小包公呢& 我是值日班

长!班里的大大小小的事都由我管着!不管是谁!

我都一视同仁!决不偏袒& 一次语文考试!老师因

为开会不在教室!就让我监考& 突然!我看到好朋

友齐锦正把作业本放在试卷下面抄!我顿时火冒

三丈!毫不犹豫地把她的名字记了下来& 齐锦一

把拉住我!哀求着说+)看在老朋友的面上!你就

饶了我这一次吧, %我硬是不肯!还是告诉了老

师& 老师没收了她的试卷!还让她写检查!气得她

好久不理我! 还骂我是无情无义的冷血动物!可

老师却经常表扬我公正廉明&

瞧!我就是这么个人!如果你喜欢我!咱们可

以交个朋友,

!辅导老师#于慧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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