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小伙伴" 冯海星 编号#

!"#$%%

拍摄地点#阳台 周口七一路二小四$

"

%班

!战斗雪人" 周星埔 编号#

!"!&$'

拍摄地点#小区

周口七一路一小四$

&

%班

!胖雪人" 杨馨然

编号#

(")$*+

拍摄地点#小区

周口六一路小学二$

)

%班

!我和小雪人" 陈雅雯

编号#

)")*)"

拍摄地址#家

周口六一路小学二$

#

%班

!戴红领巾的雪人" 李沐春 编号#

)",))-

拍摄地点#楼顶 周口实验小学三$

)

%班
!"#

小记者#郭文卿 编号#

)"%%&$

学校#周口纺织路小学四$

&

%班

下雪了!真开心" 看吧!那

迷人的雪花一片一片地从空

中落下来!给大地披了一层白

纱裙"

令我感动的是 ! 在这寒

冷的天气里 ! 妈妈依然骑着

自行车来接我回家 " 天是寒

冷的 ! 可妈妈带给我的却是

温暖"

吃过午饭!我和几个小伙

伴一起玩打雪仗# 堆雪人!玩

得十分开心"

我们六个人分成两组进

行堆雪人比赛!经过二十多分

钟的忙碌! 雪人终于堆好了"

看着自己的杰作!虽然没有对

方堆得好!但是心里也美滋滋

的"

通过堆雪人比赛! 让我明

白了只要团结一致!分工合作!

就会赢得对方"

雪还在不停地下着!比赛

结束了!可我们的笑声却久久

地在空中回荡"

$辅导老师#尹彩霞%

!$

小记者#李仪 编号#

)"#%#"

学校#周口六一路小学四$

"

%班

盼了一个冬天! 腊八的夜

里终于下雪了"雪漫天飞舞!纷

纷扬扬地从空中飘落下来!大

地很快就变白了!房顶上#街道

两旁的绿化带上也都积了厚厚

的一层雪"

第二天中午! 我和爸爸妈

妈相约去玩雪" 我们先是堆雪

人!爸爸用铁锹把雪堆到一起!

学过美术的妈妈发挥她的特

长!开始进行雕刻"随着她手中

的小铁铲上下翻飞! 一个雪人

的大体形状就出来了" 接下来

我上场了! 主要负责雪人的梳

妆打扮" 我用黑色扣子当她的

眼睛! 一小根红萝卜当她的鼻

子! 一个削平的椭圆形的红萝

卜片当嘴巴! 还给她戴了顶圣

诞老人帽" 看着胖乎乎的小雪

人!我们一家人开心极了"

最后!我们又打起了雪仗"

我和妈妈一组! 同爸爸一个人

对阵" 我们随手从地上抓起一

把雪! 快速地团成团向对方扔

去! 小雪球在我们之间飞来飞

去!落到胳膊上#身上#帽子上!

四散开来! 像雪白的梨花在飘

舞!很是好看"

我们追逐着#打闹着!欢笑

声在空中飘得很远很远$$

$辅导老师#张琳%

!"%&'

小记者#胡静茜 编号#

)"#)$%

学校#周口六一路小学六$

#

%班

今年的第一场雪如约而

至! 它的到来给孩子们带来了

快乐"

早晨起床!我迫不及待地

向窗外望去!整个城市都被白

色笼罩着! 白茫茫的一片!树

枝上也披上了银装!好一幅美

丽的画面呀"

学校里更是一片热闹!同

学们都比往常来得早了些" 当

然!他们都是有目地的!你追我

打!笑声一片"

下课后更是热闹!同学们

争先恐后地往外挤!跑到雪地

里打雪仗#滑雪$$虽然他们

一会儿 %狗啃雪 &!一会儿 %倒

栽葱&!摔得屁股疼!但雪带给

他们的快乐!使他们忘记了疼

痛"

这就是第一场雪带给大家

的惊喜和快乐"

雪好像晓得人们的心思!

在人们最需要它的时候悄然来

临"我在心中默默祈祷!让雪来

得更大#更猛烈些吧"

()*+!,

小记者#李沐春 编号#

)"%))-

学校#周口实验小学三$

)

%班

终于下雪了!我打算吃过

午饭后堆一个雪人"

吃完饭后 ! 我和妈妈开

始堆雪人了" 我和妈妈分工!

我拿着铁锹铲雪 ! 妈妈负责

做雪人" 不一会儿!我和妈妈

就把雪人做好了 ! 我又给它

做了眼睛 #鼻子 #嘴巴 !我还

特意用红色的水彩笔把它的

嘴巴涂成了红色 ! 用瓶盖给

雪人做了两个纽扣 ! 又给雪

人系了一条红领巾 ! 雪人堆

好了"

这是我第一次堆雪人呢!

我和雪人站在一起!妈妈给我

拍了照片留念!我心里好高兴

啊' 我高兴地告诉妈妈!明天

我要自己堆一个小雪人"

$辅导老师#霍其敏%

-!./

小记者#王向阳 编号#

)"%&-'

学校#周口李庄小学五$

'

%班

早上! 妈妈把我从睡梦中

摇醒! 高兴地说(%向阳! 快起

来!外面下雪了' &我一骨碌爬

起来! 一边穿衣服一边奔到阳

台!嗬!雪下得真大啊' 一夜之

间!整个世界银装素裹"

远远望去! 一盏盏路灯仿

佛戴上了精致的白帽! 大雪落

在远处的青松上! 松树变成了

一座玉雕的宝塔" 宁静的大街

好像铺上了一床厚厚的棉被!

大地变成了粉妆玉砌的世界"

雪是我们的好伙伴! 大家

冲出家门!在雪地上堆雪人#打

雪仗!欢快地跳跃着#追逐着#

嬉戏着!与空中的雪花共舞"

我爱这雪的世界'

$辅导老师#高蓉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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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祥春" 赵曼娣 编号#

)")-")

拍摄地点#小区

周口文昌小学三$

)

%班

!独角雪人" 韩景旭 编号#

)")##"

拍摄地点#小区 周口闫庄小学四$

"

%班

!袖珍雪人" 杨昀潇 编号#

)"","#

拍摄地点#小区 西华明德小学三$

&

%班

!温馨的雪娃娃" 郭怡含 编号#

)""#"-

拍摄地点#自家小花园 周口实验小学四$

"

%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