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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风和日丽! 我们班全体同学在李校长

和曾老师的带领下! 去群艺馆参加周口市第三

届中小学生书法展"

进入展厅!一股浓浓的墨香味扑鼻而来"只

见墙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作品! 我们仿佛走进

了神奇的汉字王国"看那端庄的楷书!好像一排

排昂首挺立的士兵!它们连在一起!就像一支严

阵以待的军队"龙飞凤舞的草书!宛如一个个优

美的音符! 在祖国文化历史上奏出了一曲美妙

的乐章"还有那韵味实足的小篆!让我想起一筒

筒的竹简!想起了它悠久的历史#$

我痴迷地看着!不禁心潮澎湃!这千奇百怪

的汉字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英文中的

01

个字母!无论怎样变化它都是
01

个字母&日

文虽然与汉字相似! 但它缺少汉字的端庄和灵

性!更没有汉字的博大精深%我仔细品味着每个

字的走笔'运笔'提笔'收笔$$直到老师吹哨

集合!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展厅"

在回家的路上! 我突然感觉到这些书法作

品好像活了一样!它们在纸上玩耍'跳跃!也在

中国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属于它们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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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

导老师!曾庆翠
8

美丽的中国汉字
周口市文昌小学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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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漂亮的文具袋!它是我过十岁

生日时!妈妈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每次我拿起它 ! 首先看到的就是它那

身玫红色的衣服" 它长
/;

厘米!宽
<

厘米!

高
;

厘米 ! 正面和反面的上方各有一个弧

形的手提袋 " 文具袋的正面印有一只可爱

的米老鼠 !它有着一双透亮的大眼睛 !一动

不动地直瞅着它的右边 !嘴巴微笑着 !双手

托着下巴 !看这模样 !莫非它是在欣赏着什

么 ( 哦 !我知道了 !它一定是在观赏它右边

的那朵大红花呢 ) 的确 !那朵花非常漂亮 !

换做是我!我也会喜欢的% 大红花是用一条

粉色的丝带一圈一圈地围成的 !它的结构

很有趣 !一圈圈相互环绕 !真像一朵盛开

的鲜花!十分逼真%

这个文具袋不仅外表美观! 而且很实

用 % 它分为一大一小两个口袋 !大口袋里

住着钢笔'水笔 '中性笔和魔易擦 % 哎呦 !

我怎么把我的笔芯忘了 !得赶紧给它找个

休息的地方啊 ) 对了 !把它放进文具袋反

面的小口袋里%

我心爱的文具袋 ! 谢谢你的陪伴 !让

我度过这美好的小学时光%

"辅导老师!高蓉蓉$

我心爱的文具袋
周口李庄小学五%三$班 刘子茵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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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的路上!妈妈拉着我的手过马路!我感

到妈妈的手有些粗糙!低下头来仔细观察妈妈

的手!我陷入了沉思$$

妈妈的手干瘪'粗糙!上面布满了沟沟壑

壑% 就是这双手!伴着我一路成长% 当我是婴儿

时!妈妈搂着我!哼着小曲哄我入眠&幼儿时!妈

妈拉着我的手教我走路!跌倒时将我搀起!成功

时拍手鼓励% 上学后!妈妈又手把手地教我写

字$$妈妈的手曾经光滑细腻!但这双手在经

过十年的辛劳后!在为我织毛衣'做饭'收拾东

西'洗衣服$$怎能不沧桑(

而我!回报妈妈的实在太少了%虽然我收拾

过饭桌'洗过碗!却无不例外是为了挣零花钱&

虽然端过茶杯' 烧过茶! 却没有一件事是主动

的&虽然做过早餐!却是一人份的!很少为妈妈

做过%对于妈妈无微不至的关爱!我非但没有感

恩!反而认为理所当然!那比海还深的爱!我却

因太细微而看不出% 洗衣服'做饭'接送我上下

学$$这么无微不至的爱! 我怎么今天才觉悟

到呢(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

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以后我要

用一颗感恩的心来回报妈妈%

"辅导老师!赵国治$

妈妈的双手

周口作坊小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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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位和蔼可亲'善解人意的妈妈%

妈妈!在我四年的小学生涯中!您总是不

辞辛劳地指导我% 再忙!您也要抽出时间检

查我的作业% 这时!我想对满脸疲劳的您说,

*妈妈!您辛苦了) +

记得每次吃西瓜时您总是先挑一块没籽

的给我&吃鱼的时候先挑鱼肚子上的肉让我

吃!您吃鱼头!您还说,*妈妈爱吃鱼头% +我

想鱼头肯定很好吃吧) 自从我偷偷尝了一下

鱼头的味道后!才恍然大悟!妈妈!您怎么也

会*说谎+呢(

当我与同伴们嬉戏玩耍的时候!妈妈也许

正在心急地下班赶回家'淘米'洗菜'煮饭##

当我甜美的进入梦乡的时候! 也许您还在洗

衣'扫地'擦碗##然而!这些看似平常的家

务!平凡的事!我们有谁真正体会过这种平凡

背后的辛劳( 妈妈!我想对您说,*祝你天天快

乐!我永远爱你% + "辅导老师!崔继红$

感恩妈妈
项城市文化路小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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祺祺是我的小外甥! 他是一个很可爱的

小宝贝%在他刚刚出生的时候!我和妈妈去医

院看他!他看上去是那么的小!那么的脆弱!

我摸了摸他的皮肤! 很柔软! 哭起来好奇怪

啊%

两个月过去了! 祺祺比刚出生时看着大

了一些!而且他会笑了!我拿玩具在他眼前晃

的时候!他的眼神会跟着玩具转动%

九个月大的祺祺很喜欢在地上爬来爬

去!而且还爬得有模有样的!小屁股一扭一扭

的!把我们大家都逗得哈哈大笑%有时候他爬

着爬着!会突然停下来!指指这里!指指那里!

嘴里还*依依啊啊+地叫着!我们都不知道他

在说什么!但是很开心%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祺祺就一岁了!姐

姐开始教他学走路% 刚开始!姐姐牵着他的

两只手走!走得还不错!但是放手让他自己

走时他就不敢了% 就在一次我们看电视的时

候!大家正在聊天!突然间祺祺竟然自已一

步一步走了一米多远!这让大家都很惊喜%

我很喜欢祺祺! 几天不见我就会很想

他!祺祺好像也很喜欢我!每次姐姐对他说,

*祺祺!舅舅呢( +他就会用他的大眼睛到处

在找我! 找到我时就会咧开嘴开心地笑起

来%

这就是我的小外甥!聪明'调皮'可爱的

祺祺)

我的小外甥
周口七一路二小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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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 我和妈妈来到市体育馆

参加小记者逛车展'赏名车的活动%等小记者们

都到齐了!领队老师讲了一些注意事项!然后带

着我们来到了房车展示的地方%

我们首先参观的是房车% 当我走进第一辆

房车!看到里边精致的造型不由得惊叹到,*哇)

好漂亮的房车啊)+我拿起手机*啪啪啪+对着房

车的各个角度拍摄% 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说,

*这辆房车功能很完备! 房车的前部是驾驶室!

驾驶室上方是一个卧室! 房车的后部是一个卧

室!房车的入门处是厨房!房车的中部是餐桌!

餐桌放下去和两边的座椅相连又是一张床铺%

房车外侧的右后方有一灶具可以拉出来使用!

房车内还有冰箱!卫生间还可以淋浴!可以说是

三室两厅两厨一卫% +听了工作人员的介绍!我

真正的了解了房车的完备功能!真是太棒了%

活动结束后!我心里一直想着房车!等我长

大后一定要给爸爸妈妈也买一辆房车%

房车功能可真全

周口七一路二小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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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第六初级中学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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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阳光还灿烂的笑容

!!!!!!

是谁!怀抱我们蹒跚学步&是谁!

在我们失意困惑的时候!给我们力量&

是谁在我们成长的时候给予我们谆谆

教诲!是那温暖我们的两个字,父母%

父母是我们生活中最亲密的人!

他们关心着我们的身体! 关注着我们

的喜怒哀乐! 期盼着我们的成长与进

步% 过马路时!你是否留意!父母总会

紧紧拉着我们的手! 让我们走在他们

的右边&吃饭时!父母总会把好吃的往

我们碗里夹&我们稍有不适时!父母更

是忙前忙后! 百般照顾##父母对我

们的爱!都藏在平淡的生活中!琐碎'

细小!像一丝风!似一缕雾!又像一滴

水!早已渗透到生活深处%

花儿的开放是为了回报雨露的滋

润! 树儿的茂盛是为了回报阳光的抚

育%而我们面对父母的精心呵护!有没

有想到*回报+这两个字呢( 或许我们

现在都会这么想, 等我长大了! 有钱

了!一定会好好孝敬父母% 可是!我们

却不知道!我们一句问候的话语'一杯

暖暖的茶'一个廉价的礼物'一份优异

的成绩!对父母来说都是无价的回报%

在生活中! 我们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

的事!例如,洗碗'拖地'倒垃圾'洗衣

服'整理房间'收拾衣物'晒晒被褥等%

我们要让父母开心!还有一个好办法!

那就是认真刻苦的学习! 用心学习才

是父母最大的希望%

爱拼才会赢! 让我们在拼搏中给

父母希望! 让我们在学习中给自己力

量!一种可以让父母微笑的力量!用我

们的孝心让父母露出比阳光还灿烂的

笑容%

"辅导老师!王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