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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汤圆"弟弟

周口莲花路小学二!

!"

班 李忆然

编号"

#$%&#&

我的弟弟叫 !小汤圆"#你

知道为什么叫!小汤圆"吗$ 让

我来告诉你吧% 弟弟还在妈妈

肚子里的时候# 我觉得他应该

是白白胖胖&圆圆滚滚的#就像

汤圆一样#所以我叫他 !小汤

圆"'

!小汤圆 " 是一个 !破坏

王"( 有一次#我和妈妈在堆积

木 #我们刚搭好 !房子 "#他就

!哗啦"推倒了( 还有一次#妈

妈给他买了一个玩具 # 第二

天#他就弄坏了( 他还弄坏了

我的笔))总之# 他就是一个

地地道道的!破坏王"*

不过#虽然!小汤圆 "是个

!破坏王"#可我还是很爱他*

'

辅导老师"于艳永
"

我的妈妈

周口莲花路小学三
'!"

班 张冉欣

编号"

($%&)$

我的妈妈又高又胖 #一

双明亮的大眼睛就像黑葡萄

似的#看起来??有神( 妈妈

有时温柔#有时又很暴躁(

妈妈是一位数学老师兼

班主任#她对工作很热爱#每

天早来晚走# 对班级可负责

了( 她对学生可关心了#每位

学生遇到难题# 她都耐心讲

解( 要是有学生没写完作业#

妈妈可就不给好脸了# 她会

严厉地批评没写完作业的学

生#直到学生把作业写好(

这就是我的妈妈# 一位

有时候温柔+ 有时候暴躁的

妈妈(

'

辅导老师"李岩
*

打雪仗

周口莲花路小学六
+)"

班 张梓晗

编号"

($,&-(

一提到冬天# 人们的脑海里总能浮现

出三个字%打雪仗*

终于下雪了* 这可是
$93"

年的第一场

雪#我和小伙伴们高兴极了#一起来到操场

打雪仗(

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就进入状态#我和

胡佳楠团了许多雪球#准备向!敌方"人员

砸去的时候#一个大雪球朝却我砸了过来#

我没反应过来#就被砸中了* 我懊悔不已#

发誓要!报仇雪恨"* 我团了一个大雪球#

朝着张念念砸了过去# 可是她巧妙地躲开

了(我又团了一个雪球朝张延延砸了过去#

她没躲及#被我砸到了*我们!打"得可热闹

了(

下雪天很好玩# 这是冬天带给我们的

快乐(

'

辅导老师"李瑞
.

冬天里的故事

周口莲花路小学三!

!

#班 程正浩

编号"

($,&)-

冬天到了#寒风阵阵吹来#光秃秃的树枝随

风摇荡#让人们感受到了冬天的气息(

清晨#我被妈妈叫醒#极不情愿地睁开眼睛#

糟糕*半个小时后就要上课了(我连忙起床#迅速

地穿好衣服(

外面寒风刺骨# 我忍不住把脖子往下缩了

缩#我忘记戴围巾了( 妈妈说%!快上课了#没时间

上楼去拿了#来#围我的吧* "她说着便把围巾解

下来给我围上#顿时#我感到脖子暖和极了* 妈妈

让我在电动车上坐好#就飞快地向前开去( 这时#

风好像更大了( 我想妈妈一定非常冷#因为她把

温暖给了我(

这个冬天依旧是冷的# 但我的心里却暖暖

的# 它载着妈妈对我的爱和无微不至的关怀#那

一种甜蜜在我的心头荡漾开来))

+

辅导老师"田彩霞 李瑞
.

可爱的小鱼

周口莲花路小学六!

!

$班 邵蔚

编号"

($&,,-

我家有两条锦鲤鱼 #一

条是黄色的# 一条是白里透

红的#它们非常可爱#常常在

鱼缸里游来游去(

它们的眼睛闪闪发光 #

好像是两个灯泡似的( 它们

的鱼鳞好像是将军身上的铠

甲( 两条小鱼的尾巴透明#好

像是一块透明的绸缎在水中

摆动( 当它们相互嬉戏时#水

面皱起了眉头( 爸爸把鱼食

撒进鱼缸#它们就抢着吃#好

像鱼食是金币似的*

有时候我写完作业 #发

现桌子上有小飞虫# 我就把

小飞虫放到鱼缸里# 两条小

鱼就拼命去争抢小虫吃(

我喜欢这两条可爱 &有

趣的小鱼*

我家的小狗

周口作坊小学 六%

/

$班 邵欣慧

编号"

($,0-%

我家有一只可爱的小狗#它叫松子#

是一只长不大的棕色长毛狗( 它长着水

汪汪的大眼睛&小巧可爱的鼻子#非常惹

人喜爱(

松子很调皮# 常常把我们喂它的骨

头和肉埋到花盆里# 把自己弄得灰头土

脸的#然后再摇着尾巴跑到我们跟前#我

们一看#就知道它又做坏事了(

松子奔跑时很可爱# 耳朵一甩一甩

的#并发出!嗒嗒嗒"的声响#好像悦耳的

歌声#好听极了*

这就是我家的松子 # 你喜欢吗 $

+

辅导老师"邵华丽
.

严厉的爸爸

周口作坊小学五
+).

班 张文洋

编号"

($%0)1

我的爸爸中等身材#一张!国"字脸#给人

感觉十分严肃(

有一次#当我离开书房时#不小心把桌上

的花盆碰到地上摔碎了( 为了不让爸爸知道#

我慌忙把花盆碎片收拾起来放到了柜子里(

过了几天# 爸爸到书房找东西时发现了摔碎

的花盆#他仔细地端详了一阵儿#嘀咕道%!奇

怪了#这不是我的那个花盆吗$怎么碎了$ "过

了一会儿# 爸爸来到我的卧室问%!书房的花

盆是不是你摔碎的$ "我语无伦次%!不#不是

我打碎的( "爸爸两眼紧盯着我#我不敢和爸

爸对视( 爸爸突然严厉地责备我%!小小年纪

就会撒谎了*长大了怎么办$ "我十分惭愧#红

着脸对爸爸说%!对不起#我不该撒谎( "这时#

爸爸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没关系# 只要能认

错就是好样的( "

我为有一个严厉而又明理的爸爸而感到

自豪(

+

辅导老师"孙婧
.

初当小记者

周口作坊小学六!

/

$班 史家旺

编号
2($%0--

一年一度的小记者招募活动开始了(

课堂上#老师给我们讲了当小记者的意

义,,,让我们能更多&更好地参与社会实践

活动#提高表达能力&合作能力和交流能力#

培养写作热情#充实课余生活#既可让我们

收获知识#还能锻炼我们的胆量))听着听

着#我不由心动起来#也想当一名小记者(

一路上#我暗自盘算#心想%!一下拿出

#99

元钱#妈妈会同意给我报小记者吗$ "怀

着忐忑的心情回到家里#我向妈妈讲了想当

小记者的事情#没想到妈妈非常爽快地答应

了#我高兴得又蹦又跳#搂着妈妈亲了又亲(

然后#我找了两张帅气的小照片#填好了报

名表#连同报名费一起交给了老师( 我可是

班里第一个报名的呀* 我高兴极了#盼望着

早日成为一名晚报小记者(

过了几天#老师要求我们新报名的小记

者每人写一篇作文#说不定还能在-小记者

报.上发表呢* 我马上写了这篇-初当小记

者.#这是我当小记者的第一篇文章#我非常

希望它能在报纸上出现(

!辅导老师"赵国治$

小老鼠

周口作坊小学六!

/

$班 童倩

编号
2($%01%

!小小老鼠#小小老鼠爱吃米( "这是大

家都爱唱的儿歌( 如果现实中的老鼠也能

像动画片中的老鼠那样机灵可爱该多好(

一天早晨#我正在梳头#突然听见!咯

吱咯吱"的声音( 我就喊来爸爸#爸爸却说

没有声音#就走开了(

可刚过一会儿#我又听到声音#就把妈

妈喊来了#可是声音又没有了#妈妈问我%

!你听到哪里发出的声音了吗$ "我指了指

电视柜( 妈妈拿来手电筒往电视柜里照了

照#我也急忙伸头去看#果然看见一只小老

鼠(!它怎么那么小#是老鼠的孩子吗$"!不

是#是现在的老鼠发生变异而变小了( "!为

什么会变小呢$ "!因为现在环境变了#以前

是土地多+空间大#现在是水泥地多+空间

小#老鼠大了钻不进去#慢慢就变小了#优

胜劣汰#适者生存( 你也要好好学习#适应

以后变化快的环境#知道了吗$ "我若有所

思地点了点头( !辅导老师"赵国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