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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不知不觉离我们远去!迎

来了新的
!%&'

年! 在这新的一年里!

我有许多梦想"

我梦想有一个全自动书包! 每天

再也不用背着那沉重的书包上学!而

是拿着一个遥控器! 上面有红色#绿

色#黄色等多种颜色的按钮!上面标有

语文#数学#英语等各种学科的名字"

你想拿哪本书! 就按下相应的按钮就

行了" 到了吃饭时间!就按下白色的按

钮!你的面前就会出现美味的食物" 怎

么样!小朋友!这种书包还不错吧$

我还梦想有一座自动的房子!每

当我放学回家! 走到门前我只要一唱

歌!它便会自动开门" 进去之后!你的

面前会出现沙发! 把你带到客厅去看

电视!同时!你的面前会出现你喜欢的

零食和饮料! 到休息的时候! 躺到床

上! 床会根据你此时的心情! 改变颜

色!让你睡得舒服!再也不用为上学起

不了床而烦恼"

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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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充满希望!充满向

往!让我们都能梦想成真$

!辅导老师"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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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后的故乡是怎么样的呢%让

我们进入时空隧道看看家乡的模样吧"

我穿越到了二十年后的故乡&天空

比以前更蓝了! 小草变得比以前更绿

了!花儿比以前更艳了!龙湖很清澈!都

可以看见湖底了"

人们不再砍伐树木了!不再践踏草

坪了!不再摘那美丽的花朵了!也不再

把垃圾扔到路边了"

以前的平房都已经变成了高楼大

厦!空气变得更加新鲜了!下过雨后还

会出现美丽的彩虹"

这就是我所看到的二十年后的故

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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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是多么可

爱#乖巧" 而现在的我反而喜欢反驳

父母的意见" 有一次!我妈妈让我干

活 !我大声地说了一句 &'我不干 " (

妈妈说 &'我把你养你那么大 ! 现在

我让你干点活你就不干" (

我回到房间想了想!妈妈把我养

这么大真不容易 " 我小的时候皮肤

白白的 !眼睛黑黑的 !鼻梁高高的 !

我喜欢跑步和看书 ! 所以我以前的

成绩才那么好 " 可现在的我皮肤不

怎么白 !鼻梁也不算高 !而我不再喜

欢跑步和看书 ! 所以说我的成绩一

直在下滑"

以前我都是跟妈妈撒娇!跟爸爸

做游戏" 而现在的我不跟妈妈撒娇!

不跟爸爸做游戏" 我喜欢以前的我!

我不喜欢现在的我 " 所以大家要珍

惜童年 !不要把童年的时间浪费掉 "

要是你不珍惜时光 ! 长大后会后悔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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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到新世纪!牛郎再也坐不住

了" 他想'我为什么不坐飞船去银河

看织女呢" (于是他开着车来到中国

卫星发射中心!他对卫星发射中心的

经理说 !他要去银河找织女 !经理一

开始不同意! 可是牛郎苦苦哀求!经

理才答应了牛郎" 并在
&(

号飞船上

加上牛郎的名字!给牛郎留了位置"

到了飞船发射的那一天!牛郎带

着电脑 # 手机和两把非常厉害的激

光枪登上了飞船 " 到了银河后牛郎

四处打探织女的下落 ! 这件事让王

母娘娘知道了 ! 派天兵天将捉拿牛

郎 !就在牛郎被天兵天将包围时 !他

拿出一把激光枪把天兵天将打得落

花流水"

这时听到打斗声的织女连忙飞

了过来 !问牛郎 &'你怎么来了 !今天

是七月初七吗%(牛郎回答到&'不是!

我是坐飞船来的" (牛郎拿出电脑说&

'这是电脑! 可以让我们在电脑中相

见!还可以玩游戏" (牛郎又拿出手机

说&'这是手机!只要你拨打我的手机

号!我们就可以对话了" (最后!牛郎

又给了织女一把激光枪说 &'如果以

后王母娘娘再欺负你!你就用这把激

光枪打她们" (

话说完牛郎就返回了人间!织女

流着泪感慨地说 &'地球的变化可真

大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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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考试后! 妈妈奖励给我了一

个漂亮的书包"

书包颜色是梅红色的! 书包的背

面有海绵!两条带子宽宽的!背在身上

软软的!舒服极了" 书包的正面有美丽

的图案& 图案是一个芭比娃娃和一只

小狗!芭比娃娃很漂亮!圆圆的脸蛋!

水灵灵的大眼睛!身穿红色的裙子!头

上戴着蓝色的帽子!怀里抱着小狗!真

是可爱极了"

书包的两侧有口袋! 可以用来装

茶杯!很方便" 书包有三层&最大的一

层和中间的一层带拉链! 我把最大的

一层装书!装的有语文书#数学书#英

语书等" 中间的一层装作业本!最小的

一层装文具盒" 书包里的书让我学会

了很多知识&学会了拼音#汉字!现在

我可以看很多故事书了" 还学会了加

减乘除!书教我懂得了很多道理!帮我

打开智慧的大门"

我很喜欢这个漂亮的书包$

二十年后的故乡

小记者"袁怡雯 学校"淮阳县外国语实验小学城内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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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梦想

小记者"贾一帆 学校"淮阳县二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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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长大

小记者"柳源 学校"淮阳县第三实验小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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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郎新生活

小记者"郭浩天 学校"淮阳县实验二小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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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亮的书包

小记者"宋珍珍 学校"淮阳县实验小学城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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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下午的语文课!因李老师有事!只好由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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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文老师来给我们上作文课"

老师走进教室!在讲桌上放了一个鸡蛋 !说 &'谁来

捏破这个鸡蛋% (然后有一个同学举起手!老师叫他上去

捏鸡蛋" 这是第一位闪亮登场的!她是我们班女生中学

习非常好的一位同学!她的名字叫&张书源" 老师把鸡蛋

给她!可是她没有捏破" 第二位上场的是一位女生大力

士+++贾令杰!她跨步上场!老师把鸡蛋给她!她用力捏

在手里!费了好长时间!还是没有捏破" 这时上来了一位

男生!他个又高又胖!看着很有力气!但最终还是不行"

同学们议论纷纷!都在探讨捏破鸡蛋的方法"这时!老

师说&'这并不是鸡蛋有神力! 是因为它能把受到的压力

均匀地分散到蛋壳的各个部分" (经过老师的一番讲解!

同学们才恍然大悟,,

!辅导老师"张瑞$

捏破鸡蛋
小记者"王淑雯

学校"淮阳县实验三小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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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有一只活泼可爱的小白兔!它十分惹人喜爱"

它身上的毛雪白雪白的!很光滑!好像披着一件白皮

袄" 小白兔的耳朵很长!非常灵活!它长着一双又红又圆

的眼睛!像两颗会发光的红宝石" 它的嘴巴很奇怪!是三

瓣嘴!吃东西的时候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 它的尾巴又短

又小!毛茸茸的!像个小毛球"它长有四条腿!前面的两条

腿短!后面的两条腿长!跑起来一蹦一跳的"

你知道小白兔爱吃什么食物吗% 它爱吃青菜# 水果

等" 我每天放学回家都会拿着胡萝卜逗它玩" 记得有一

次!我把它从笼子里抱出来!想让它喝点儿水!没想到它

却不领情!竟然不喝水"看来!我只能使出我的绝招了!我

把它最喜欢吃的胡萝卜切成一片一片的放到碗里! 看它

这次喝不喝!最终小白兔还是经不起食物的诱惑!一蹦一

跳地跑到碗边来了"

这就是我家顽皮又可爱的小白兔"

可爱的小白兔

小记者"杜芊豫

学校"淮阳县外国语实验小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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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有着一颗想报答祖国#报答

父母#报答老师的一颗心"

感恩父母! 他们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启

蒙老师!他们养育着我们#疼爱着我们#教育着我们"感恩

父母在我们生病时!日日夜夜守护着我们!不敢有一丝松

懈"

感恩祖国!是您的壮大!让我们能够昂首挺胸跨步在

全世界-是您的壮大!让我们炎黄子孙在亚洲一展雄姿"

同时身为一名学生的我!现在没有能力报效祖国!等到十

年后!我带着祖国的希望振翅翱翔!再创辉煌"

感恩老师!呕心沥血培养着我们!您就像辛勤的园丁

一样给我们这些幼小的树苗修枝#剪叶#烧水#施肥!让我

们长成一棵棵茁壮的大树"

我一定要做祖国的栋梁!做父母的骄傲!做老师的好

学生" !辅导老师"梁艳$

感恩的心

小记者"史涔烨

学校"淮阳县第二实验小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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