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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一早! 我起床急急忙忙

走出家门!去参加周口晚报组织的拼树

叶活动"

张老师为我们介绍了七# 八种树!

我期待已久的拼树叶终于开始了" 首

先!我拼了一棵树!用柏树叶做了几簇

叶子!又用桂花做了花朵!瞬间整张纸

上都充满了香气" 我想这样也太简单了

吧!所以我做了一所高大的房子" 我把

摘到的月季放在房子旁边!又把摘来的

黄色枫叶做了星星"

时间一分一秒溜走了!拼树叶也结

束了!我恋恋不舍离开了这个开心的地

方" !辅导老师"马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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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参加了

小记者拼贴树叶画的活动"

记者阿姨讲完规则和时间! 开始拼画

了"我想了想有这么多五颜六色和各种各样

的树叶和花瓣!做一只孔雀挺不错的" 然后

我和妈妈开始挑选树叶!$身体#头#尾巴#爪

子%!不一会儿!一只孔雀的样子已经拼出来

了!这时旁边的一位叔叔说&你看这个小孩

拼得小鸡还挺花的!听到这句话我立刻开始

了加工! 我在孔雀的尾巴上加了一些小花

瓣!头上又加了一个大王冠" 又一位阿姨走

到我身边说到&这个金凤凰真漂亮" 我看了

看是挺像凤凰的!我就给我的作品起了个名

字'金凤凰(" 大合影时我举着我的金凤凰!

开心极了"

这次活动不仅让我懂得了!要多听取别

人的意见!还带给了我快乐"

!辅导老师"张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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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我和爸爸出去买鱼!刚好看到

了一只小乌龟"

只见它穿着一身绿色$铠甲%! 正在

鱼缸里慢慢地爬"当发现有人来时!赶忙

把头缩了回去!一会儿!悄悄地又把头伸

了出来!真是可爱极了"我就让爸爸给我

买了这只小乌龟"

回到家! 我用泡沫箱装了一些沙子

当小乌龟的窝!然后细心地给它喂食!让

它在水里游!在地上爬!有时还带它出来

晒太阳" 我好喜欢我的小乌龟呀) 以后!

我一定要好好地照顾它! 让它健健康康

地成长" %辅导老师"王晓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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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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无微不至地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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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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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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早晨!我和同学们来到周口远大

农场" 在那里我们将要上演一场$挖红薯大

战%"

我手拿铁铲在红薯地边驻足观望" 哇!

好大一片红薯地) 放眼望去!到处是碧绿的

红薯藤和叶" 不一会儿!地里已经多了几个

人影" 我也赶紧下地!生怕红薯被别人挖完

了" 可是!一进地里我就乱了手脚!因为刚

刚下过一场小雨!地里又湿又黏!再加上密

密麻麻的红薯藤! 我真不知道把脚放在哪

里好" 我仔细找了一片藤蔓较多的地方!开

始挖红薯!结果挖了一个大坑!连一块红薯

的影子都没见到" $真是奇怪了+ %我自言自

语地嘀咕着" 正在我疑惑不解的时候!我听

见李校长在给同学们讲挖红薯的诀窍&$同

学们!挖红薯得有一定的方法!不能盲目乱

挖!要先找到红薯藤!顺藤找到根部最凸起

的地方!就可以挖到红薯了" %我照着李校

长说的去做!刚挖了几下!就碰到一个硬硬

的东西! 我以为是一块石头呢! 就用手去

拿!原来是一块裹着湿润泥土的大红薯" 我

高兴地把它拿在手中!飞快地跑到姥爷#姥

姥身边" 还没等我说话!姥姥先开腔了&$嘉

璐!把这几块红薯拿到你弟弟那儿" %弟弟

呢+ 我向四周张望!发现弟弟正坐在一大堆

红薯上" 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内!姥爷#姥

姥竟挖了那么多" 我也不敢怠慢!又埋头挖

起来" 突然听见弟弟喊道&$呀!土豆) %什

么!红薯地里怎么会有土豆呢+ 我飞快地跑

过去看!哈哈!原来弟弟把白红薯当成土豆

了"

今天我们虽然个个湿透了衣衫! 但是

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一大袋红薯 !还

是蛮开心的" 因为我们不仅亲近了大自然!

还体会到了!劳动的艰辛与收获的甘甜"

!辅导老师"曾庆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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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刊发小记者的书法!绘画!摄影等作品"小记者们#如果你

有这些爱好#快快拿起手中的笔开始创作吧$ 作品创作完成后#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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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我们班期中考试发考卷宣布考

分的日子"

我带着十分紧张的心情早早来到学校!

还没进班!我的心里就直打鼓&每门功课会

考多少呢+如果考得不好!会挨批评吗+如果

考得好的话!会有礼物吗+ %我怀着忐忑不安

的心情走进教室"

$叮铃铃 %上课铃响了 !老师开始读分

数!我非常紧张!$杨子墨!语文
:,

分!数学

:,-!

分%!老师终于念出了我的分数" 本来我

想跟我们班的黄一同学一比高低!结果他语

文
:9

分! 数学
:9-1

分! 两门功课他都比我

高"我感到很不好意思!暗暗下定决心!下次

我一定要超过他"

语文#数学考得都不好!我还是赶紧去

问问英语考得怎么样吧"

到了老师办公室!看到很多同学都在问

分数!我排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终于到我了"

老师告诉我英语考了
:;

分" 唉!又是粗心惹

得祸!我本来感觉英语是最容易的!结果考

得最差"

我的分数考得一般般! 心里七上八下

的!总想着回到家妈妈会不会不高兴!会不

会揍得我屁股开花+ 我小小的屁股不知会被

打成两瓣#四瓣!还是几瓣+ 咳!不想了不想

了!都怪自已没考好!哪怕被打成菊花瓣也

活该)

这次没有考好!对我来说是个教训" 从

今天起!我立志每天都认真地听讲#认真地

写作业#认真地预习#认真地复习!争取期末

考出
#$$

分来"

!辅导老师"樊琰琰$

考试分数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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