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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水!是人类最熟悉的朋友之一"

从前的我 !光鲜亮丽 !十分清澈 "我

在小溪里像个孩子一样快乐地玩耍 !

自由自在地流淌 " 我和小鱼小虾生

活在一起 !它们也都很喜欢我 " 就这

样 ! 我一直无忧无虑地在大自然里

生活着 " 可是现在 !我有了一个新的

#工作 $ ! 那就是%&&给人类不 停 地

供水 ' 就这样 !我被装进管道里送进

了千家万户 "

本来我以为这会是一个全新的开

始 ! 但是我错了 ! 人类根本就不珍惜

我 !而是污染伤害我 " 人们把垃圾扔在

我身上 ! 使我变得又腥又臭 ! 不再清

澈 (人们还不停地建工厂 !把排出来的

污水倒在我的身体里 ! 使我的身体里

含有很多有毒的元素 !饮用过我的人 !

好多都得上了癌症 '难道这些都是我的

错吗) 我还得告诉人们 *不要以为我是

取之不尽 ! 用之不竭的 ! 尽管我的兄

弟%%%大海 !占了地球上三分之二的面

积 !但是因为大海里有大量的盐 !所以

不能饮用!因此!人们还得靠我生存' 随

着人们无节制地开发利用以及污染越

来越严重 !我会变得越来越少 !直至消

失灭亡' 难道世界上非得剩下最后一滴

水的时候!人们才知道珍惜我吗)

救救我吧 + 珍惜我吧 + 请不要等到

真的失去我的时候 !才知道我的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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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过年的时候! 我和爸爸, 妈妈

去郑州看望我的叔叔 , 阿姨 ! 临走时 !

阿姨送给我了一只小仓鼠' 这只小仓鼠

可爱极了! 非常惹人喜爱'

小仓鼠身上的毛是灰色的 ! 尾巴又

白又短! 像一个雪球一样 ! 非常可爱 '

为了让它生活得快乐 ! 我为小仓鼠准

备了一个温暖舒适的 -家 $' 我在它的

-家$ 里面放上一些干草 , 一个小碗和

一个水壶 ! 小仓鼠每天在里面跑来跑

去的 ! 可开心啦 + 每当它饿的时候 !

它就会把脑袋伸出来 ! 尖尖的嘴巴左

边闻闻 ! 右边闻闻 ! 到处找吃的 ' 这

时 ! 我就赶紧把它的小碗取出来 ! 往

里面放一些大米 , 玉米 , 虫子./小

仓鼠一闻到香味就立刻跑出来大吃一

顿 ! 等到肚子吃得鼓鼓的 ! 它就又回

去睡觉去了'

时间过得真快啊+ 小仓鼠在我们家

已经生活了
#

个月了' 它给我带来了很

多欢乐! 我非常喜欢它'

辅导老师# 李倩

*+,! 六
D1E

班 金灵锐 编号#

/FAF

!!!!!!

暑假里!我参加了周口晚报小记者夏

令营%%%去北京和秦皇岛游玩!真是太爽

了+

俗话说*-不到长城非好汉+ $这次我

可要当一次好汉+ 乘车到长城脚下时!看

着爬完长城下来的人们个个都气喘吁吁

的!我还感觉不以为然*-哎+ 不就是爬台

阶吗!我天天楼上楼下跑!能有啥大不了

的) 不至于累成这样吧+ $可是呢!刚爬了

两三层!我就觉得快要撑不住了!于是心

里就想*-既然来到了长城!就要做一个实

实在在的好汉!决不能半途而废+$当时就

是这股力量驱使我爬到了长城的顶端'

爬的途中!我被那些一高一低的台阶

给-折磨$坏了!最后到了顶端时!一屁股

坐下来! 我的腿就像瘫软了一样不听使

唤!这滋味可真不好受+ 眼看就要吃中午

饭了!我使出了吃奶的劲!终于站了起来'

坚持就是胜利!我鼓足勇气,坚定信心!一

口气冲下了长城'

来到秦皇岛! 湛蓝的大海一望无际!

大海和天空分不清!都是美丽的蓝,清新

的蓝,一色的蓝+ 如诗如画的大海等待着

我的到来' 令人惋惜的是!我忘了带游泳

衣!只能眼巴巴地看别人游泳了+ 我不甘

心!便脱下鞋子,挽起裤腿儿!来了个踏浪

而歌..但等回到岸边时!我的裤腿全湿

透了!连上衣也被一些调皮的小孩给泼湿

了!像个落汤鸡一样!真惨啊+ 呵呵..

辅导老师#何瑞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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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假期里!我们全家去了湖北省红

安县的七里坪镇' 那里群山连绵起伏!绿

树成荫!流水淙淙!环境优美'

我们住在大山深处的一户人家里'这

里既美丽又好玩!一切都与城市不同' 这

里的环境没有污染!空气自然清新!我们

都很喜欢' 爸爸每天都去水库钓鱼!而我

和妈妈则在山里玩'有一次!我去找爸爸!

山路可真陡呀!差一点就掉进水库里'

我跟着农户家的女主人去挖红薯,掰

玉米,捡板栗!真是太好玩了+我挖的红薯

大得像篮球!小得像乒乓球!还有个形状

特别的像个大人参'我把我挖的-大人参$

拿给爸爸看!爸爸说我真厉害' 我们每天

吃的农家饭!味道好极了+ 我每天都吃得

肚皮圆'

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那么与众

不同!我喜欢这个美丽的地方+

辅导老师#张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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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活泼可爱, 聪明伶俐的妹

妹' 她的名字叫王婉冰! 是我姑姑的女

儿'

妹妹稚嫩的小脸上! 长着一双黑葡

萄似的眼睛! 鼻子下有个樱桃般红润的

小嘴'

妹妹有许多的爱好 !比如 *唱歌 ,跳

舞!但她最喜欢的还是唱歌' 妹妹唱起歌

来欢蹦乱跳!眉飞色舞' 妹妹会唱很多首

歌曲!有0小鸭子10两只老虎 1//当然

唱得也很好听' 你别以为妹妹是女孩子!

就很听话!其实她可调皮了' 记得上次我

和妹妹在玩游戏!她突然跑得无影无踪!

我到处找都没找到!床下 ,桌子下 ,椅子

下都没有' 突然! 从我背后冒出来一个

人!张牙舞爪猛地趴在我身上' 我吓了一

大跳!差点哭了出来!转头一看!原来是妹

妹在捣鬼' 我生气地说*-哼+ 再也不跟你

玩了+ $妹妹听了!撒娇地说*-不嘛!对不

起!姐姐!我跳个舞给你看' $说着!她就跳

了起来!跳得东倒西歪!让我哭笑不得'

妹妹有一个外号!叫-爱哭鬼$!她只要

眼睛一闭!泪水就会哗哗地流下来!接着就

会尖叫般得哇哇大哭起来' 家里的人不管

是谁听了!都会迅速捂上耳朵逃跑'

我的妹妹就是这样可爱,聪明,有趣!

我喜欢我的妹妹'

辅导老师#刘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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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上午! 妈妈带着我到人民公园游

玩'

公园里的人真多呀!有爸爸,妈妈带着孩

子做游戏的!有爷爷奶奶锻炼身体的!有卖各

处玩具的小商小贩//看得我眼花缭乱'

我和妈妈首先来到宇宙飞船游玩区!坐在

-宇宙飞船$上游玩!仿佛真的是在太空遨游!

感觉很棒' 离开宇宙飞船区!我们来到玩具枪

打气球游戏区' 我以前从来没有玩过这个游

戏!就认真地听阿姨的耐心讲解*把枪中间的

三角形,中轴线和目标气球三点连成一条直线

就行了' 只见旁边的小男孩熟练地拿起枪!几

乎百发百中!真是太让我羡慕了' 我也照样子

拿起一支枪!按照阿姨讲的方法去做' 刚开始

不熟练!再加上我有点紧张!只命中了几枪'慢

慢地!我静下心,沉住气!打得越来越顺手!命

中率也明显提高'

通过学打气球这件事! 我明白了一个道

理*无论做什么事情!首先要掌握好正确方法!

然后努力去做!就一定会成功的'

时间过得真快!天快黑了!我恋恋不舍地

离开了公园' 今天玩得太开心了+

辅导老师#樊琰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