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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就是你们的导游!请

大家不要在景区乱涂乱画! 不要随

意扔垃圾"下面!我就带你们到美丽

的颐和园"

我们走进颐和园!绕过大殿!就

来到了有名的长廊" 长廊位于万寿

山南麓!面向昆明湖!北依万寿山!

东起邀月门!西到石文亭!全长
!"#

米!是中国最长的游廊"长廊上的横

槛和枋梁上都有彩绘!有图画
$%&&&

余幅! 内容包括山水风景# 花鸟虫

鱼#人物典故等!图画中的人物画均

取材于中国古典名著"

一座八角宝塔形的建筑耸立在

万寿山的半山腰上! 黄色的琉璃瓦

闪闪发光!那就是佛香阁"

站在佛香阁前面向下望颐和

园!美丽的景色尽收眼底"昆明湖的

水绿得像一块碧玉!放眼望去!湖水

缓缓向东流去!阳光洒满湖面!波光

粼粼!凉爽的湖风徐徐吹来!令人心

旷神怡"

我带领大家玩得很开心$

"辅导老师! 张红霞$

家 乡 的 田 野

小记者!时梓涵 编号!

!"!#!&

班级!三
'$(

班

我的家乡在驻马店!家乡的田野

一年四季都很美丽"

春天来了!下过几场春雨后!小

草给大地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绿毯!树

木发芽了!桃花盛开了!小燕子从南

方赶来了! 到处一片生机勃勃的景

象"夏天来了!麦子熟了!有些果子也

成熟了!农民伯伯纷纷

走向田间地头收获劳

动果实" 秋天来了!一

阵秋风吹过 ! 叶子黄

了 ! 小燕子向南方飞

去 ! 它们一会儿组成

%一&字形队列!一会儿组成%人&字形

队列!好像在给人们告别"冬天来了!

雪花飘飘!小朋友堆雪人#打雪仗!欢

乐的笑声回荡在田野上空"

这就是我的家乡!一年四季都很

美丽" 如果我是歌唱家!我要歌唱美

丽的家乡'如果我是画家!我要描绘

美丽的家乡((

%辅导老师!郭小丽$

期中考试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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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张的期中考试已经结束了!

今天!老师要宣布考试成绩!我的

心有点七上八下" 不是我不自信!

而是我清楚地记得数学和英语试

卷上各有两道题! 我没答出来!好

几分呢" 另外!数学和英语试卷上

还有几道题是否正确!我也没有把

握"该不会考砸了吧)不!我应该没

那么倒霉((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突然

听到老师说*%王振宇!语文
'(

分#

数学
#")*

分#英语
#%

分" &我一下

子呆住了"虽然早就有了最坏的打

算!可是听到这个结果!我还是有

些接受不了"数学和英语成绩都太

差了 ! 离妈妈给自己定下的目

标+++

+

门
'*

分以上差太多了"

我该怎么对妈妈说呢)我怀着

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了家"我用蚊

子般的声音向妈妈汇报了我的期

中考试成绩!然后就羞愧地等待着

妈妈的训斥" 可出乎意料的是!妈

妈不但没有训斥我!而且还温柔地

鼓励我*%振宇!别灰心$妈妈相信!

只要你不放弃#继续努力!你一定

可以取得好成绩$ &

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

真的是妈妈说的话吗) 谢谢您!妈

妈" 我一定努力学习!用优异的成

绩报答您"

"辅导老师!许艳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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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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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想象中!未来的世界是一个

神奇的美好的世界"

未来的人们都住在天上!那里的房

子是用云做的!用云还可以做各种各样

的家具!人们可以在云上漫步" 天空成

了人们生活的地方!而地面就成了动物

和植物的世界"

人们从云端俯瞰大地!看到小草懒

洋洋地晒着太阳!花儿在和蜜蜂#蝴蝶

嬉戏" 远处的长颈鹿在和大象比身高!

连凶恶的老虎#狮子和有毒的响尾蛇都

变善良#温和了" 这是一个多么温馨和

谐#生机勃勃的世界啊"

未来的世界是一个美好祥和的世

界"

"辅导老师!张秀莲$

愉快的!五一"假期
小记者!吴俊豪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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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假期!我和爸爸#妈妈 #妹

妹去了宁波海洋世界和雅戈尔动物

园"

我们先来到宁波海洋世界" 一进

水族馆大门! 我们就去看珍奇的海洋

动物" 那里有海马#娃娃鱼!还有笨重

的大海龟#可爱的小企鹅" 在我们头顶

上的透明玻璃中! 各种各样的鱼儿在

欢快地游来游去! 我仿佛感觉自己来

到了海底世界" 走出水族馆!我们来到

海洋剧场! 海洋动物正在那里表演节

目" 海象会做仰卧起坐!乐得我们直叫

好" 接着!海象又表演了水中芭蕾!只

见它伸伸头#转转圈!还蹬蹬脚!真有

趣$ 来自日本的海狮三姐妹各有各的

本领!一个会算
$&

以内的算术题!一个

会举重!还有一个是顶球高手" 海狮三

姐妹表演完! 两头大白鲸用嘴把工作

人员从水中顶了起来" 最后!海豚唱了

一首歌!引来全场一片欢呼"

从宁波海洋世界出来后! 我们又

去了雅戈尔动物园" 在动物园里!我看

见了凶猛的东北虎#威武的非洲狮!还

见到了我们的国宝+++大熊猫! 大熊

猫在调皮地翻跟头!还抢竹子吃呢"

愉快的旅行结束了! 但我还经常

回味那些快乐的事" "辅导老师! 张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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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位于周口

市川汇区! 它真是一

个好地方"

我的家乡有一条

沙颍河!它把这座城市分

成两半 !南边叫 %河南 &!北边叫 %河

北&" 沙颍河两岸绿树成荫# 鲜花盛

开!人们常在这里晨练#散步!既能呼

吸新鲜空气!又能锻炼身体"同时!我

家乡的公园很美!每到春天!有很多

家长带着自己的孩子去公园里

放风筝#踏青$

我的家乡有许多小吃 !

如胡辣汤#肉盒#烩面((好

吃极了$ 欢迎您到我的家乡来$

"辅导老师!吕伟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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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学期将要结束! 回首走过的半

年!难忘之事犹如天上的繁星而数不尽!其

中! 最使我难以忘怀的就是那次有趣的辩

论会"那次辩论会的主题是%开卷是否有

益&" 我方是反方!认为%开卷不一定

有益&"我们做了充足的准备!决

定在辩论场上和对方一

决高下"

辩论会开始了! 正方首先发言*%我们

认为开卷必有益!古今中外的多少名人#作

家!哪一个不是爱书如命) 例如!莫言的家

庭虽然不富裕!但是他却热爱读书!最终在

文学上取得了不凡的成就! 获得了人们的

尊敬! 所以开卷一定有益" & 我方迅速反

驳*%读书必然有益!但读了坏书一定有害!

你看多少人因为看了不好的书走上了犯罪

的道路"读书要分清好坏!盲目地读书一定

有害" & 正方再次发言*%我们不认同反方

的观点!我们

已经有了分辨好书 #坏

书的能力 ! 这样读书一定有

益" &

辩论会仍在进行! 两方辩论的声音

不绝于耳!辩论更加激烈了" 就在这时!下

课铃响了!正反双方被判为平局"

这次辩论会让我明白了读书时要有

选择地读一些有用的书! 以便取其精

华#去其糟粕"

"辅导老师!刘东梅$

难忘的辩论会

夸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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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东西总是千奇百怪 #

各式各样"

在我的想象中! 未来的鞋子

是这样的*鞋子的左#右#后方都

有一个小盒子" 左边的盒子可以

释放暖气!在寒冷的冬天!暖气能

保证你的脚不被冻伤"右边的盒子

可以释放冷气! 在炎热的夏天!冷

气会让你的脚感到无比凉爽"后边的

盒子会自动喷香水!可以防脚臭"

你逛街时! 如果有小偷骑着

摩托车抢走了你的钱包! 这时!

只要跑两步!你就可以像溜冰一

样在地面上飞快地滑行!追上小

偷不成问题" 你鞋上的滑轮就

是袖珍版马达! 每小时可以跑

*&&

多公里!比地铁还快哦$

未来的鞋子可真神奇呀$ 我

一定好好学习!将来发明这样的

鞋子!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便利"

"辅导老师!孙欣欣$

未
来
的
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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