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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六一大早!没等妈妈叫!我就一轱

辘起了床!早早做好出行准备"""老爸要带

着我们驱车向驻马店薄山湖进发#

在向导的带领下!我们很快就到了薄山

湖小金山风景区#下了车!我向远处眺望!一

片雾蒙蒙的!隐隐约约还看见几座小山# 游

艇不知从哪里开过来停靠岸边!我上了船驶

向湖心的一个小岛#从未坐过船也从未见过

这么大湖面的我高兴得直蹦# 我穿上救生

衣!站在船头!迎着徐徐微风!看着远处的小

山!备感心旷神怡#

过了
!"

多分钟!我们来到湖心小岛上!

这时已是中午# 一下船!我就被眼前的一排

排站立湖边的柳树迷住了! 柳枝垂至湖面!

随风飘摆!好像在跳着舞欢迎我们#呵!有人

在垂钓!有人在拉网!分不清是当地的渔民

还是游客# 我们在岛上游玩了一个多小时!

到宾馆吃饭$休息#到了傍晚!我们步行来到

小岛的后山上#

去后山的路并不难走#我看到许多奇异

的植物!有长到我脖子高的狗尾巴草!有一

株深红色的植物!连爸爸也叫不上来它的名

字!还有一棵棵高大的松树!像守卫这个小

岛的士兵%%

在湖边 ! 爸爸玩起了他小时候的游

戏"""打水漂#就是把一小块瓦片用力平行

甩进水里!尽量使它平行落到水面!小瓦片

可以 &飞'出好几米远# 我索性也尝试着来

了几下!可怎么也没有爸爸打得好#

天已经黑了!我只好依依不舍地回宾馆

休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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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离开地球
!"

年了!现在在太空工作!

是一名高级美容师#

早上起床后! 我先敷上一张面膜 !保

养皮肤 !然后 !吃一颗可以清除口腔异味

的水果泡泡糖!又吃一块维生素饼干和喝

一杯高能量的牛奶# 换好衣服!我去超市

买一提&健健康康到永远'钙奶粉!再买一

些太空蔬菜 $太空水果 !带给在地球生活

的爸妈#

快要过春节了!所以!我就坐着&花儿朵

朵'号火箭!飞向地球# 到了故乡!我发现街

上的车辆都变成了既节能又不排废气的环

保车! 而路边用小花$ 小草制成的花灯$草

灯!也让我赞不绝口#

到了我家楼前! 我坐着电梯到了
%&'

层"""我的家# 我在门前说了一声&开门'!

门就自动开了# 原来!这门可以辨认人的声

音# 我换好拖鞋!坐在沙发上问妹妹(&咱们

家的电视呢)'妹妹指了指我旁边的按钮!我

按下去后!电视画面立即在墙上浮现!原来

是立体
%"(

真人版的液晶电视* 我问爸爸

妈妈!马上要过年了!年货还要买吗)爸爸妈

妈指了指厨房!原来!机器人保姆小粉正在

厨房做年夜饭呢*

故乡变化真大* 我爱你!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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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长假里!我和妈妈去了张家界#

我们首先去了黄龙洞# 洞里真冷啊* 外

面热得大汗淋漓! 可在洞里却冻得直哆嗦#

洞里真是一个大世界! 犹如走迷宫一般!一

会左一会右!一会上一会下!如果没有导游

领着!你一准会迷路#洞中又有洞!洞内有好

多钟乳石!奇形怪状的# 许多岩石伸到我们

身边! 仿佛在说(&你好! 欢迎你来到黄龙

洞# '

第二站我们去了高达
%!$!

米的天子

山#天子山原名青岩山!因土家族领袖向大坤

率领当地农民起义自称&天子'而得名# 我们

坐上被称为天梯的电梯到了山顶!天梯真是

名不虚传啊*悬在山的外面!仿佛山要碰着我

的脑袋#人悬在半空!不敢往下看#到山顶反

倒感觉很平坦!空气新鲜得很!树啊$花啊!长

在倾斜的山体山上!都很茂盛#站在山顶看到

张家界周围的群山!真的是一根根长着的!非

常险峻#这些山有叫做&仙女散花'的!真像一

位仙女挎着一个篮子向下撒鲜花+有叫做&猪

八戒背媳妇'的!憨憨的八戒背着一位美女!

真是可爱极了# 自然界真是奥妙无穷啊* 下

山可没有天梯!只能走台阶!十分险峻!一边

是山!一边是带扶手的悬崖!走的是小心翼

翼!气喘吁吁!但我还是坚持走到了山脚#

最后我们去了金鞭溪# 溪水又凉又清!

最有趣的是树上的猴子!一只猴子坐在树杈

上!我拿了一袋饼干给它!它飞快地从我手

中抢了去!吓得我赶紧闭上了眼# 等我睁开

眼再看它!它已经撕开了包装袋!正津津有

味地吃着呢*

张家界险峻的山和奇形怪状的岩石以

及有着猴子的小溪!真让我怀念* 如果有机

会!我真想再去一次* !辅导老师#李淑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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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我蹲在一片草丛前!看见一只蚂

蚁# 这只蚂蚁大颚大于一般蚂蚁!身上的盔

甲看起来也十分威猛# 它似乎迷了路一直

在原地转圈!不一会儿便又确定了方向!向

前走去# 这时!它看见地上有一小片食物残

渣!便咬起向墙角走去#

我的视线开阔了#这些蚂蚁的城堡原来

坐落在墙角# 那只蚂蚁在大门处与另一只

蚂蚁碰了碰对方触角!兴致勃勃地打了个招

呼!其中一只接过另一只的食物!带到城堡

之中!剩下一只则继续外出觅食#

这些蚂蚁中有兵蚁和工蚁#兵蚁个头较

大!特别是头部!其身体上的&盔甲'也更为

坚硬!力气也更大#

它们城堡的各个房间规划布局合理!一

些蚂蚁从一个房间带着许多卵走出!那应该

是产卵室吧+它们又把卵放到另一个房间!

那应该是孵化室+还有一些蚂蚁将一颗颗麦

谷放入又一个房间!那一定是粮仓%%

快下雨了!一只蚯蚓从蚁堡不远处的泥

土中爬出! 一只放哨的蚂蚁率先发现了它#

放哨的蜘蛛匆匆忙忙回到城堡!告诉同伴们

它发现了蚯蚓#于是一群蚂蚁浩浩荡荡地出

发捕猎蚯蚓了* 蚯蚓也感到了不妙!正欲钻

入土中却又被一群兵蚁咬住不放#另几只工

蚁则又去挖地道!待挖到蚯蚓!猛一咬它!又

逼它从土中钻了出来!就这样将其逼到水泥

地上# 但蚯蚓身上满是粘液很难对付!聪明

的工蚁搬来一些干泥土!将蚯蚓身上的粘液

吸走# 于是!蚂蚁们轻而易举地降服了它#

另一边!蚁堡的蚂蚁也没闲着#它们分成两

队!分别将卵和食物放到雨淋不到的地方#

该吃午饭了!我恋恋不舍地望了一眼!

不得不与它们暂时告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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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诸葛亮!稳坐中军帐# 摆起八卦

阵!专捉飞来将# '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吗)哈

哈!我说的就是大蜘蛛*

你知道蜘蛛有多么厉害吗) 有个人被

蜘蛛咬了一口!他就变成了飞檐走壁$行侠

仗义的&蜘蛛侠'# 当然这是电影上的场景!

却实实在在表现了蜘蛛的本领之强大#

给你们介绍一下蜘蛛这个庞大的家族#

蜘蛛家族共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游猎

蛛!它们会四处觅食+第二类是结网蜘蛛!

它们结网后会守株待兔+ 第三类是洞穴蜘

蛛!它们是人类作为宠物饲养的最佳选择#

蜘蛛喜欢躲在洞穴或者沙堆里面! 爱在洞

口结网# 结的网本身没有黏性!纯粹用来感

应猎物大小!并加以捕食#

一些剧毒蜘蛛在森林等地潜伏着!比如

黑寡妇$狼蛛$澳洲捕鸟蛛等!它们身体里

的剧毒可以毒死一头牛! 所以大家还是对

它敬而远之吧#

大家可不要以为蜘蛛捕食的都是益虫

哦!它们捕食的大多都是害虫# 所以!它们

也是人类的好朋友* !辅导老师#张社枝"

89:;<=> 六
GB

"班 刘尚坤 编号#

""AD

!!!!!!

快看!这是一只公鸡!这是一只孔雀!

这是一只狮子%%周口公园不时传出一阵

欢快的笑声#这是干什么的呢)原来这是上

周周口晚报小记者在周口公园举行的一次

别开生面的亲子拼贴树叶画活动的一个场

面#

在活动现场!和爸爸激烈讨论后!我们

决定用树叶拼贴一只小鸟# 我用一张又大

又粗糙的梅树叶做小鸟的身子!再用一张

薄薄的树叶剪成圆形!做小鸟的头# 我小

心翼翼用柳叶贴在小鸟的尾巴上!又用红

色的枫叶当小鸟的爪子 !这样 !一只栩栩

如生的小鸟便诞生了#

夕阳亲吻着西山的时候! 小鸟的歌声

把我从喜悦中唤回来! 我带着一路的好心

情$好记忆!牵着夕阳的最后一缕余晖!和

老爸慢悠悠地骑着车回家了%%

!辅导老师#马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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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的道路上!除了妈妈!爸爸也给了

我许多的爱#今天我就来讲讲其中的一件事

吧#

记得那是暑假里的一个晚上!妈妈不在

家!我就和爸爸睡在了一张床上#到了午夜!

我被一声巨雷惊醒!顿时毛骨悚然!恐惧涌

上心头# 可爸爸却没有被巨雷惊醒!只听见

他的呼噜声连续不断#

后来!我一直没有睡着#突然!我打了一

个小小的喷嚏!很轻很轻的#奇怪的是!爸爸

的呼噜声没有了! 他醒了! 并急匆匆地说(

&你怎么啦)是感冒了吗)要不要我拿药给你

吃) '我说(&没事!只是鼻子有点难受!不用

吃什么药的#'爸爸听后又接着睡觉了#过了

一会儿!我又打了一个小喷嚏!这个比刚才

的那个还要轻!而爸爸却听到了#他起了床!

并坚定地说(&不吃药可以!但必须要喝点温

开水# '等我喝完水!他才放心睡下#

这就是爸爸给我的爱!让我心里有说不

出的感动# !辅导老师#郭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