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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天到了!天气变凉了!妈妈又

在网上给我买了衣服"

一天晚上!妈妈拿了两个邮包回

家了!打开一看!是给我买的裤子"在

试穿的时候!发现同一款的裤子有两

条! 妈妈惊讶地说#$怎么会有两条

呢%我只买了一条裤子呀&'妈妈赶紧

去查购物记录!又打电话给网店客服

人员!还让爸爸下楼去找已经扔进垃

圾筒的快递单"

经过一番努力! 最终弄明白了!

原来是网店工作人员多发了一条裤

子" 我说#(妈妈!多发一条又不是我

们的错!留下来我还可以多穿一条!

多好呀& '妈妈说#(那可不行!我们

可不能占别人的便宜 ! 做人要诚

实& '

第二天!我和妈妈一起去快递公

司把那条多发的裤子寄回去了"

!辅导老师#刘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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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姚顺雨 编号#

0DAE

!!!!!!

我的妈妈
#$

多岁! 中等身材!短

头发!大眼睛!皮肤很白!衣着朴素"

我从小到大的衣)食)住)行都离

不开妈妈无微不至的关怀* 妈妈还经

常教育我要好好学习!热爱劳动!长大

后做祖国的栋梁之材*

在学习上!每当我遇到不会的题!

妈妈总是耐心地给我讲解+ 每当我取

得了好成绩!妈妈总是微笑着祝贺我!

并提醒我不要骄傲+ 如果我哪次成绩

不理想!心情不好!妈妈就会开导我#

$没关系!找出失误原因!以后注意就

行了* '

为了更好地培养我! 妈妈还给我

报了舞蹈班和英语班! 不辞劳苦地接

送我+为了让我的课余生活更丰富!妈

妈还经常带我去旅游* 我们去过雄伟

秀丽的云台山! 古色古香的清明上河

园!奇妙有趣的方特游乐园,,

啊& 妈妈的爱是清凉的风!妈妈的

爱是遮雨的伞* 我要努力学习!用优异

的成绩向妈妈汇报* !辅导老师#李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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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 王卓 编号#

0D@/

!!!!!!

我的妈妈!虽然只是一位平凡

的家庭妇女!但是!我认为她是全

世界最好的妈妈*

妈妈 !我不会忘记 !您为我

洗了无数次衣服 !您为我掖了无

数次被窝,,您为我做得太多

太多了 !我永远都数不清 * 我曾

清楚地记得 ! 在我发烧的时候 !

您心急火燎地带我去医院看病 !

回到家 !又是给我端水 !又是喂

我喝药! 跑前跑后! 不离我的左

右* 我睡着了! 您一直守护在我

的床前* 我的病好了! 可您却累

倒了*

妈妈!您每次看见我时!都要

摸摸我的小脸蛋! 而我总是会躲

开!不想让您摸!因为我觉得我已

经不是小孩子了* 现在想起来!我

觉得我错了!下次我看到您!我要

张开双臂和您拥抱!让您多摸一摸

我的小脸蛋*

妈妈!您经常告诉我要努力学

习!认真听老师讲课* 您经常因为

我贪玩!不认真写作业而生气* 妈

妈!请您放心吧!以后我不会再惹

您生气了! 我要做一个勤奋学习-

积极向上的好孩子.

最后! 我想对妈妈说#(妈妈!

您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妈妈! 我爱

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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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王浩然 编号#

0D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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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爸爸-妈妈答应带我去爬

山!我高兴极了& 妈妈和奶奶开始整

理东西了!吃的要带!喝的要带!玩的

更要带. (山上冷
%

要多带几件厚衣

服.'奶奶唠叨地说.一会儿工夫她们

就整理了一大包. 爸爸发动着汽车!

我们就出发了
&

云台山!山中有山!满山的原始

森林!有千姿百态的飞流瀑布!有云

雾环绕的奇峰怪石. 站在山脚下!一

眼望去!满山的红叶!层林尽染.这秋

色实在是太美了&景区的大巴车把我

们拉到了茱萸峰的山脚下!我的心里

乐开了花. 要爬山了!爸爸拉着我的

手大步向前!一会儿工夫就把妈妈远

远地甩在了后面. 刚开始还是很轻

松!可是越往上爬!山路就越险. (我

是男子汉!一定要爬到山顶.'我心里

暗暗给自己鼓劲儿.就这样我爬一会

儿歇一会儿! 终于爬上了最高的山

顶. 我向下一看!妈妈还在手脚并用

地向上爬呢& 我大声喊#(妈妈加油!

妈妈加油
&

'妈妈气喘吁吁地说#(我

家小宝真了不起!居然真的爬到了山

顶上& '

站在这高高的山顶上!我特别自

豪!体会了大山的雄伟!体会了妈妈

给我讲的(会当凌绝顶!一览纵山小'

的意境&

!辅导老师#樊琰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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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苏雪林 编号#

/EA0

妈妈我爱您!

下雨时!

一把遮雨的伞!

是您的爱"

天晴后!

一顶遮阳的帽子!

是您的爱"

刮风时!

一个温暖的拥抱!

是您的爱"

下雪时!

一件厚厚的棉衣!

是您的爱"

在您爱的关怀下!

我一天天长大!

在这里!就让我对您说一声#妈妈!

我爱您$

!辅导老师#曾喜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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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李欣泽 编号#

/E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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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我和爸爸-妈妈一起

回了趟老家. 老家的空气很清新!蔚

蓝的天空像无边无际的大海一眼望

不到边. 可是在城市里!却没有这样

好的环境! 城市里的空气很污浊!天

空也是灰蒙蒙的. 这时!我突然有了

一个想法!长大后我要发明一种超环

保的机器人.

我发明的机器人是圆形的.它的

头上有许多按钮! 只要吃些垃圾它

就能工作. 一部分垃圾转化成能量!

而剩下的则会转化成新的物品 !可

以再利用. 机器人可以把河里的污

水喝掉! 然后再从它的肚子里喷出

洁净的淡水!供人们饮用. 它可以把

汽车排出的尾气吸进去再变成电或

水. 它还能救火!而且在救火的时候

还会把能源变成水喷出来灭火. 它

还能干很多事,,

这个机器人一定能让城市的

天 空 变 得 更 蓝 ! 空 气 变 得 更 新

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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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刘逸轩 编号#

/1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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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妈妈要带我去中华恐龙

园玩!我像吃了甜甜的冰淇淋一样高

兴.

到了恐龙园!买好票!我飞快地

跑了进去. 我想去玩过山车!但是又

有点儿害怕! 所以只好去附近的
'(

影院看电影.

经过一个小时的等待! 终于可

以发眼镜看电影了 . 电影是 /地心

历险记
)

0!故事的情节是这样的 #

从前有个男孩叫做肖恩 ! 有一天

他收到了一封没有寄信人名字的

电报 . 电报里面说 !他在神秘岛 !

并且要求肖恩去找他 ! 而且还写

了很多科幻学家的名字 . 肖恩赶

快 和 继 父 锁 定 神 秘 岛 的 具 体 位

置 !找了一架直升机 !直奔太平洋

中间的神秘岛 . 在那里 !肖恩遇见

了自己的爷爷 ! 但是肖恩的直升

机已经被风暴毁了 ! 他们回不了

家 . 爷爷告诉他们 !尼摩船长的墓

和潜艇 $鹦鹉螺号 '都在这里 !唯

一的办法就是找到鹦鹉螺号 !穿

过危险地带 . 他们经历了重重磨

难 ! 征服了许多变大的动物和植

物 !在岛毁灭前的那一刻 !他们成

功逃脱了 .

看了这部电影!我知道了做事要

有探索精神!要靠智慧!不能光说不

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