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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钱亚坤 编号#

2335

这是一个让我很震撼的故

事!!!

3647

年" 在一艘横渡大西

洋的船上"一位父亲在船舱里正用

水果刀给女儿削苹果"突然"船体

剧烈晃动起来"晃动中"父亲站立

不稳倒在地上"刀子插进了父亲的

胸口#

8

岁的女儿吓坏了"为了不

让女儿害怕" 父亲对女儿笑笑说$

%没事的# &然后轻轻拔出刀子"擦

净上面的血迹# 此后三天的旅行

中"他照常为女儿唱'摇篮曲("直

到到达目的地"见到前来接他们的

小女孩的母亲时" 父亲才仰面倒

下"倒下时"胸口血如井喷# 尸检

时"医生都惊呆了"那把刀刺穿了

他的心脏" 他却坚持活了三天"而

且不为人知#唯一说得通的解释就

是那个伤口很小"被切断的心肌依

原样粘在一起" 维持了三天的供

血"大家都说这太不思议了#

读完这篇文章"我被深深地感

动了#爱"让这位父亲多活了三天"

坚持到了最后一刻"并创造了一个

前所未有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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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经博翔 编号#

:537

一片片的树叶看起来没什么特别"

但把它们细心地拼起来"这些貌不惊人

的小树叶瞬间就会变成一幅幅漂亮的

画作#

到达目的地后"老师带领我们了解

了公园里的一些名贵花木的名称)特点

及花期等#

收集完材料后"自制树叶拼贴画活

动开始了# 看着收集回来的各种各样美

丽的树叶"心想就拼个小鸟吧# 我先找

来一片紫色的树叶拼成鸟儿的头"又找

来三片黄色的菊花瓣做鸟儿头上美丽

的羽毛"然后又找来一片绿色的大树叶

做鸟儿的身体"用蝴蝶花的叶子做鸟儿

的尾巴" 两片小叶子做鸟儿的爪子"很

快"小鸟的雏形已经显现了#

我想"小鸟自己一定很孤独"就女

给小鸟增加了太阳和树叶做伴# 这样"

一幅完整的树叶拼贴画就完成了"我给

它起名叫'美丽的小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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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王晨谕 编号#

:5:9

星期五下午"妈妈带我参加拼贴树

叶画活动# 我很好奇"树叶贴画到底是

怎么做的呢*

到达地点后"老师给我们做了详细

的讲解# 在这里"我认识了很多植物"有

桂花)蝴蝶花)夹竹桃)琵琶树)银杏)红

叶石楠)大叶女贞)火棘++通过老师

的讲解"我知道有些植物不但有美化环

境的作用"而且还能当药材使用"真是

受益匪浅啊,

老师给我们讲解完植物的品种后"

我们又收集了各种各样的树叶"来到公

园的广场上" 我们开始做树叶拼贴画

了#

我先用蝴蝶花做蝴蝶的身体和触

角"用阔叶黄杨做蝴蝶的翅膀"又用花

瓣做了翅膀的点缀# 最后"我感觉小蝴

蝶有点孤单"赶快又做了太阳)树木和

花草# 经过努力"一幅美丽的树叶拼贴

画就大功告成了"我还给它取了一个好

听的名字"叫'美丽的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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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张旭 编号#

:543

在我的印象中" 有这样一个

%坏小子&" 他戴着一副银色的眼

镜"头戴一顶鸭舌帽"还经常戴着

一个白色的耳暖-当然夏天除外./

他唯恐天下不乱"常常搞一些无伤

大雅的恶作剧捉弄同学"也爱开一

些玩笑# 如果被老师发现了"他会

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极力狡辩++

他"便是我们补习班上的%搞笑大

王&#

%搞笑大王&姓陆"这里就不透

露他的名字了#你看"我话音刚落"

他又开始恶作剧了#他捡了几个空

瓶子"把教室门打开一点"再把捡

来的空瓶子小心地放在门的顶部"

好了"就等着%鱼儿&上钩了#但是"

当%搞笑大王&聚精会神等待的时

候"突然有人推开了门"然而她不

是别人"正是我们的老师"空瓶子

正好砸在了她的身上#正当他暗自

窃喜时"一声河东狮吼把他叫了出

去"再看他面红耳赤)哭笑不得的

样子"实在可爱极了,

%搞笑大王&就是这样"经常和

大家开一些玩笑"缓解了我们紧张

的学习生活#我多么希望他能够永

远那样搞笑"那样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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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李星仪 编号#

962;

上一次" 老虎知道自己被骗

后"发誓一定要把狐狸抓住"挽回

自己的面子"维护自己的尊严#

一天 "老虎在森林里和狐狸

狭路相逢 "老虎大声说 $ %狐狸 "

这回让我抓到了你 "你无话可说

了吧 , & 狐狸表面上没有出声 "

心里却想 $ %真是冤家路窄 , 硬

来不行 " 再来一次 0狐假虎威 1

也不行 " 老虎肯定不会再上当

了 # &突然 "狐狸眼珠一转 "计上

心来 #

狐狸装出一副不服气的样子"

说$%我是在找食物" 没看见你"如

果我看见了你" 肯定会跑走的# &

%什么* 你能跑过我* &%当然"就连

猎豹都逊我一筹呢, &狐狸故意激

怒老虎#

%既然这样"那我们就赛跑吧"

如果你在日落之前能跑到那个山

头" 我就不吃你# 如果跑不到"嘿

嘿"那就对不起了, &

比赛一开始 "老虎 %嗖 &地一

声就跑走了# 而狐狸呢"它先慢慢

地跑"等老虎跑远了以后"它就一

溜烟儿地钻到森林里去了# 等老

虎回过神来" 狐狸早就逃得无影

无踪了#

老虎气急败坏地发誓$%下次

一定要把狐狸抓住, &

:"0;<

四!

:

"班 李泽禹 编号#

2255

今年
8

月"爸爸把他用了几年的电脑下放

给了我"我甭提有多高兴了#

一转眼几个月过去了"电脑成了我的好朋

友# 有一次"我的语文书忘在了班里"偏偏那天

老师布置的作业又多"想问同学"又没同学爸

妈的电话号码"又没记老师的电话号码#

夜已经深了"怎么办呢* 我这屋走到那屋"

急得团团转#爸爸看我转来转去的"就问我干什么#知道原因后"爸

爸说"现在是网络时代"这还不简单吗"你可以到网上找呀#可我连

字都不会打啊"爸爸说让妈妈教你"用拼音打#墙上的钟表%滴滴答

答&地敲打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 十点钟时"作业终于做完了#

现在"电脑成了我的小帮手# 像爸爸说的那样"要充分利用网

络"发扬网络优势"弥补学习中知识的不足"那样才能开阔视野#

有时"当我想看课外书的时候"就从网上查找不要钱的免费电

子书"看完后还与同学们相互交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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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郭翼帆 编号#

259;

33

月
93

日下午两点"我跟随小记者来到周口公园"参加拼贴

树叶画活动#

到了周口公园" 我们先跟着老师参观了公园里的各种树木#

这里的植物种类很多"有银杏)山茶花)梧桐树)火棘等"还有很多

我说不上名字的植物#

到了终点"老师让我们用树叶拼成一幅画# 在妈妈的帮助下"

一条栩栩如生的金鱼出现在了我的面前"但我觉得还是少了点什

么"我又拼贴了几条小鱼"就这样"一条河变得热闹起来了# 几位

叔叔阿姨过来了"都说我做得好看"还有一位阿姨拿相机拍下了

我的作品"我心里美滋滋的#

?@")A

四!

:

"班 孟怡霖 编号#

2524

33

月
93

日下午"我早早地把剪刀)双面胶和水彩笔等用

具装进我的采访包里"兴高采烈地和妈妈一起来到周口公园"

参加周口晚报举办的%小记者亲子巧手拼贴树叶画活动&#

活动开始后" 周口职业技术学院的景观设计老师带着我

们"沿着公园幽静的小路"边走边教我们认识两旁的树种#

认识了好多树种后"我们开始用采集来的树叶做拼贴画#

宝玉兰肥厚的叶子可以做金鱼的身体" 蝴蝶花长长的叶子可

以做金鱼的尾巴"红叶石楠红红的小叶片可以做鱼鳍# 准备好

这些树叶之后"我就认真地粘贴起来"不一会儿"一条活泼可

爱的金鱼出现在了我的卡纸上#

等所有的小记者都拼贴完后" 老师把我们的画作一一拍

了下来# 小记者们各自举着自己的作品"整齐地排列在一起"

如同一幅五彩缤纷的秋天的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