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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铃铃""#放学铃响了$小红和小明

一起走在回家的路上%

走到一个路口$他俩看到一个垃圾桶旁

边散落了一地垃圾% 小红指了指垃圾桶$皱

皱眉头$ 无奈地说&!这里的垃圾太多了$也

没人管管%#话音刚落$一个响亮的声音传了

过来$!我们来管#' 只见小明用手指着垃圾

说% 小红有些犹豫了$她在想要不要和小明

一起把垃圾整理干净% 几分钟后$小红挠挠

头$用微弱的声音答应了小明%

当小红准备用手把垃圾放回垃圾桶的

时候$她的手不自觉地往后缩了缩$心里想&

!会把手和衣服弄脏的$不做吧又不行$我已

经答应小明了$不能让她看我的笑话%#可她

还是用手把垃圾收成一小堆$再捧起来放进

了垃圾桶里%

这时$ 小红书包里有一张纸露了出来$

小明看见后$想了一个好法子())写一张提

示语$让人们把垃圾放进桶里%于是$小明便

蹲下来取出纸写着什么%

不一会儿$小明把写好的提示语用胶水

贴到了垃圾桶上$ 纸条上写的是&!文明$只

差一步% #小红看了$对小明竖起大拇指$小

明也高兴地笑了%

如果我们每人都能自觉地把垃圾放

进垃圾桶里$那我们的生活环境该有多美

啊'

!辅导老师#张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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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

这是我读*疯羊血顶儿+的最佳体会, 书还

没有读完$主人公血顶儿的形象就已镌刻在

了我的脑海中% *疯羊血顶儿+讲述了一只

名叫血顶儿的大公羊$屡次击败了母狼$最

后被族群当作灾星抛弃$被母狼一口咬断了

脖颈$结束了它与母狼战斗的一生% 主人公

血顶儿是一只盘羊$顾名思义$盘羊的最大

特征就是没有尖尖的角$两只角盘得像麻花

似的$在穷凶极恶的狼面前$一点反抗能力

都没有% 血顶儿颠覆了我的这个理念$恰恰

相反$血顶儿的角尖尖的$也敢于反抗狼%

血顶儿最后与母狼战斗了三天三夜$最后$

血顶儿牺牲了$母狼也受了重伤$血顶儿却

永远铭记在了我的心中$它告诉我&外在的

肉体可以接受生活的折磨$但内在的神圣意

识不可动摇%

现实生活中$如果你也是血顶儿$就算

族群没有抛弃你$就算母狼没有杀死你$但

是你永远都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你可能完全也像血顶儿一样$在痛苦和磨难

后终于有所收获$可是又被别人出卖% 年少

的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一切的起伏-快乐和悲

伤. 读了*疯羊血顶儿+就会发现$它的意志

力已经替代了肌肉的力量$凭着天险$几次

差点把母狼捅死$可最终还是被命运无情地

淘汰%而我们呢.一遇到困难就退缩$上课不

专心听讲$如果有一天$你也遇到了现实版

的!母狼#$你的后果是什么.

*疯羊血顶儿+就像一盏指明灯$为我照

亮方向%血顶儿坚持不懈-永不退缩的精神$

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 !辅导老师#马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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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下午$我们班开了一次辩论会$以

!开卷是否有益#为主题展开辩论$认为开卷

有益的是正方$认为开卷无益的是反方% 我

很荣幸地被选为正方%

辩论会开始了$我们一一亮相$主持人

是王老师% 王老师郑重地说&!我宣布$辩论

会现在开始% #

正方
"

辩说&!我认为开卷有益%杜甫曾

经说过&!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书是

人类智慧的结晶$ 书是人类历史经验的总

结$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 读书可以使人彻

悟人生的意义$读书可以让我们洞晓世事沧

桑$读书可以广济天下民众$并且可以让大

家步入智慧的殿堂% 自古以来$人欲成长$

士欲济世$务必读书% 只有饱览群书$方可

成人成长% #

反方
"

辩镇静地反驳道&!如果你看言

情之类的小说$反而有害% #

正方
!

辩说&!因为读书会使人思想升

华$心灵净化$提高人的自身素质% 书读得

越多$这种辨别能力自然也就越强$对于反

面东西的抵抗力自然也会增强$所以$还是

要大量地读书% 如一味地预防有害的东西$

而恐于!开卷#的话$那你的辨识和抵抗能

力也会日渐下降% 而当今社会的种种诱惑

可以说无处不在$ 潜在的危险令人难以察

觉% #

反方
!

辩说&!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

是人类智慧的源泉$的确$我不反对$但是人

各有志$如同你看什么样的书我管不着% 可

是$ 你看那些毫无意义的书对你有什么好

处.又有什么作用.看那些不健康的书$会使

你纯洁的心灵变得肮脏起来%我刚才所陈述

的一切就是我方观点)))开卷未必有益% #

我们越斗越勇$ 辩解词越来越丰富流

利%

王老师在总结时说&!开卷是否有益$

得先看开什么卷% 药吃了对身体有益$但

也有副作用$ 我们要开就开有益之卷$本

次辩论会结束% #台下响起一阵热烈的掌

声%

!辅导老师#王亚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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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架钢琴$是我的知己$那黝黑的琴身$

那水晶似的黑白相间的琴键$都让我深深痴

迷%

小时候$ 一见到钢琴我就异常兴奋$扑

上去乱按一通$ 妈妈把我从钢琴上抱下来

时$我又哭又闹不肯撒手%在我的央求下$妈

妈终于给我报了钢琴班% 几年后$学了钢琴

的我$见到钢琴总要上去弹几首曲子$见到

我弹琴的人$都叫我小小钢琴家%

有一次$ 我和妈妈一起去参观房展$在

其中一个展厅里$我见到了一架钢琴$倍感

亲切$就过去弹了一首非常动听的曲子)))

*梦中的婚礼+% 曲毕$我才发现门口围了不

少人$都夸我弹得好$这反倒让我有些不好

意思了%

当然$学钢琴的路并非一帆风顺% 开始

学琴时$ 老师和妈妈每天都要求我回家练

琴$每天练一个小时%慢慢地$我感到学琴很

枯燥$于是练琴时就故意磨洋工$甚至有时

罢工不愿练琴% 终于有一天$妈妈带着失望

的眼神对我说&!咱们放弃吧$不学了$我去

找收废品的把钢琴卖掉% #我不想看到妈妈

失望的眼神$也不想成为一个做事半途而废

的人$我告诉妈妈&!不能卖钢琴$我以后会

好好练琴的% #

记得考钢琴六级的时候$ 由于时间紧

张$我干脆不练琴了$就这样$学习进度一天

比一天慢% 直到离考级还有一个月的时候$

老师检查我的考级曲子时$发现我弹得磕磕

绊绊$并非如他期待的如行云流水时$就批

评了我% 挨了批评的我委屈极了$恨不得再

也不碰钢琴了% 回家后$妈妈给我讲了贝多

芬苦练钢琴$ 最终成为钢琴大师的故事$还

告诉我&!时间是海绵里的水$只要挤$总会

有的%#经过妈妈苦口婆心地劝解$我又一次

端正了学琴的态度$苦练起来%

一个多月后$考场上的我终于发挥出了

良好的水平$获得了考级老师的称赞% 我开

心极了$告诉自己$要继续努力$有付出才会

有收获%

现在的我$每天放学一回家$都会认认

真真地练琴%因为$我要成为小小钢琴家$把

美妙的音乐带给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辅导老师#张新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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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是我的骄傲$因为她是一位受人尊

敬的人民教师%

妈妈是我们学校六/

%

0班的数学教师$

还是这个班级的班主任% 每次放学$妈妈都

会让班里的同学一起说两遍!走的时候要比

来的时候更干净#$所以$他们的教室里每天

都是那么干净整洁%

课堂上$ 妈妈是一位受学生欢迎的老

师$课余又是同学们的好朋友%

妈妈做事非常认真$ 凡事总是力求完

美$学校每次安排的各项工作$她总能按时

圆满完成%

妈妈非常爱我 $我就是她的全部$不管

她的工作多么繁重$只要一看见我$上一秒

的倦容在下一秒没来之前$ 早就云开雾散

了% 她经常把我当做一块试验田$把她的奇

思妙想在我身上试验% 比如$把做错的题集

中到错题本上$ 看看纠错能收到多大的效

果1做题时先读三遍再下笔$看看出错率能

降低多少等$这一系列的高招$给我的学习

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虽然妈妈教的是数学$但是她非常喜欢

阅读% 我和妈妈经常在一起诵读国学经典$

比如*弟子规+-*大学+-*论语+等%不管每天

有多忙$ 她都会抽出时间带领我诵读经典$

不但丰富了自己的文学素养$同时也给我做

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让我养成了热爱学习的

好习惯%

这就是我的好妈妈$我的骄傲$一位受

人尊敬的人民教师% !辅导老师#张社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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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在周口$ 这是一个美丽的小

城%小城中有一条河叫沙颍河$它弯弯曲曲$

像一条长龙横穿小城$向东南方游去$直奔

滚滚的长江%

听奶奶说$ 她小时候天空是瓦蓝瓦蓝

的$地上的草非常绿$虫子在草丛中跳来跳

去$在草丛中拔几根毛毛草$就能编成各种

各样的动物%河水非常干净$非常清$河里鱼

虾成群$渴了就直接喝河里的水$饿了就吃

河边的野果$以前的沙颍河多么美丽呀'

可是我小时候看到的并不是奶奶说的

那么美$河边垃圾成堆$根本没有办法下脚$

一不小心就会踩到粪便$非常脏% 不知什么

时候$旁边有了几个小工厂$黑色的-绿色

的- 泛着白色泡沫的污水直接排到了小河

中% 走在河边$一股刺鼻的臭味让人恶心%

可喜的是$ 近几年政府重视环境保护$

把那几个工厂拆除了$ 河水渐渐变得清澈

了$河边种了很多小树和大片的花草% 垃圾

也清理干净了$鱼虾又回来了$还安装了很

多健身器材$修建了滨河公园%我太高兴了$

可以到沙颍河边游玩了'

看着美丽的沙颍河$听着小鸟!叽叽喳

喳#的叫声$迎着凉爽的秋风$希望人们保护

环境的意识越来越强$ 沙颍河变得越来越

美% !辅导老师#李淑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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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有一只小狗$叫小皮$毛色雪白$

像一个棉花糖
<

两只大大的眼睛似两颗黑

宝石
<

只要它一打哈欠或是 !嗷嗷 #大叫一

声$那两排锐似匕首的牙齿就会显露出来$

只有在这时$ 人们才会记起它还有凶猛的

一面%

小皮的性格有些古怪 $说它老实吧 $

的确是 $ 它有时候会找个暖和的地方睡

大觉 $无忧无虑 -自由自在 % 但有时 $它

又非常贪玩 $ 一只破旧的鞋子就是它的

好玩具 $玩起来没完没了 % 可是 $看见陌

生人来我家 $它又是那么尽职尽责 $大声

狂叫 $甚至门外有人说话 $它也要狂吠不

止 %

现在 $它有了一群小狗崽 $就更加尽

职了% 若是半夜小狗崽儿叫一声$它便跃

身而起 $先看看狗崽们是饿了还是冷了 $

如果是饿了 $ 它会立马蹲下身子给小狗

崽喂奶 $无论小狗崽们怎么折腾它 $小皮

也不烦$仰着身子让它们尽情闹腾% 这些

小狗崽儿们可调皮了 $ 纷纷爬到它的身

上嬉戏打闹 $它也一声不吭 % 有时候 $它

还会给小狗崽们梳理毛发 $ 如果这时有

什么异常的声音 $它会立刻警戒起来 $歪

着头 $夹着尾巴 $先看看左右 $再看看前

后 $ 往发出声音的地方狂奔 $ !汪汪 #大

叫 $ 那架势好像要告诉小狗崽们马上集

合$随时准备作战似的%

这就是我家贪玩又尽职的小皮%

!辅导老师#李淑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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