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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王凯利 编号!

!"1289

学 校!周口七一路二小五"

!

#班

!女
:

马
;

妈"#为你做牛做马的女人就

是妈妈#你怎能不爱她$

记得小时候 #妈妈帮我洗澡 % 浴盆

里坐着一个小娃娃 # 椅子上坐着一个

女人 #女人给盆里的小娃娃洗头发&&

回想起妈妈的辛苦 #感到妈妈好伟

大 '

对于妈妈#我们说得最多的是(!妈#我

饿了")!妈妈#今天吃什么"&&我有一个

好妈妈#时光呀#请你不要伤害她#因为我

爱她'

一次我出去玩#外面有风#而且很大#

妈妈不让我出去玩#我偏不听% 回来后#我

感冒了% 妈妈又是责备我#又是照顾我#搞

得我心里暖暖的% 妈妈说(!叫你不要出去

玩#你还出去玩#看#冻感冒了吧'"这时#感

觉妈妈好爱我%

妈妈#你是我心中最好的妈妈'您为我

做了很多事#我爱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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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付戈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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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校!周口七一路二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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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谢谢您#是您给了我生命#让我

来到这个美丽的世界#感受大自然的芬芳%

是您给了我生命# 让我可以看见太阳和月

亮# 能听到悦耳的声音# 能闻到芬芳的清

香%

记得有一次#天上下着倾盆大雨#我在

学校门口等您%等啊等啊#忽然看到您缓缓

向我走来#我不禁埋怨道(!你怎么才来啊#

我都等了好久了#衣服都淋湿了% "妈妈连

忙把伞让给我#就在我扭头的一瞬间#我看

到您的腿上)胳膊上都有擦伤%我抱紧妈妈

说(!对不起#我不应该埋怨你#您为了接我

都受伤了#妈妈#对不起% "

我只想大声对您说(!妈妈#我爱您' "

%辅导老师!任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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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梅若倩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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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校!周口实验小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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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童年渐渐离我远去#有些往事

都不记得了#但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

那天下午# 我放学后因为有事而回家

晚了#正在我刚下
!

路车准备往家走时#看

到不远处有个熟悉的身影***妈妈' 我赶

紧跑到妈妈面前#要知道#我每天都要背着

书包上
#

楼'将近
%#

斤的书包简直要把我

压垮了%这时候我忽然意识到#妈妈很有可

能为了接我而等了很长时间%

我有些惭愧地问(!妈# 你是不是&&

等了很长时间$ "谁知妈妈说(!没事儿#才

等了
&"

多分钟# 下次放学尽量回来早点#

别让爸妈操心%"妈妈的口气里没有一点责

怪我的意思%接着#妈妈又说了一句话(!我

们快点回家吧%我等你的时候有点肚子疼#

但为了接你#一直忍着没回家%"听了这话#

我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这件事令我真正明白# 世界上最无私

的爱就是妈妈的爱' "辅导老师!张亚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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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姚翔宇 编号!

!"881<

学 校!周口快乐魔方作文学校六年级

妈妈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你是我儿

子#我了解你#你一定行' "在我失败的时

候#妈妈总用这句话鼓励我%

我上一年级的时候#学习跟不上#有一

次小考#我只考了
#"

分%放学后#我沮丧地

走出校门#看见了妈妈#怯怯地走过去#耷

拉着脑袋#把揉得皱巴巴的试卷递给妈妈%

我以为妈妈会大发雷霆# 妈妈却轻轻地把

手搭在我的肩上#温和地看着我的眼睛#坚

定地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了解你#妈

妈相信你下一次一定能考好' "

第二次考试#我认真地解答#考了
'#

分% 妈妈看了我的卷子#摸着我的头#笑着

说(!怎么样#让我说中了吧#我就知道你一

定能考好'"从此#我对妈妈的话深信不疑%

后来#我失败的时候#总能想到妈妈的那句

话#心里便充满了力量%

有妈妈充满爱的付出# 你说妈妈的预

言能不灵验吗' "辅导老师!张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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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李哲帆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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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校!周口六一路小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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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在哪儿# 只要有妈妈的地方#那

就是自己的家%

平时#我经常和妈妈发生争执#每次

我都觉得是妈妈的错#心里很不高兴% 每

次上完英语辅导班回来#妈妈就会问来问

去#我真想对妈妈说#能不能让我歇一会

儿% 但我仔细回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

得错都在我#我没有从妈妈的角度来看待

问题% 如果我是妈妈#我也一定会关心孩

子学得怎么样#这是一种责任#我知道这

是妈妈对我的关心%

有时#当妈妈午睡的时候#我就会打

开平板玩游戏# 妈妈知道了就会批评我%

我知道妈妈是为我好#害怕我把眼睛看近

视了#还耽误了午休#影响下午的听课质

量%

妈妈为我付出得太多太多% 我想对妈

妈说(!原谅我以前的不懂事#妈妈#对不

起' " "辅导老师!刘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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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校!周口七一路二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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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不仅拥有美丽的外表# 更拥有一

颗善良的心%

妈妈是我学习的榜样%公交车上#她主

动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路中间有块砖头#

她会主动捡起移到一边&&虽然是一件件

不起眼的小事#总能体现她善良的一面%

妈妈是个贤惠的家庭主妇#每天照顾

我们一家
&

口的生活起居% 从清晨第一缕

阳光照进我的家#妈妈就开始了她忙绿的

一天% 饭菜总是那么的美味可口#衣服总

是那么的鲜亮干净#家总是那么的一尘不

染#就连阳台上的花草#都是那么的郁郁

葱葱&&

我爱我的家#尤其是我那可敬的妈妈'

"辅导老师!任丽娜$

小记者!徐璐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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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校!郸城县第一高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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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约好
"

点吗$你怎么又晚了$ "我

对妈妈吼道% 不满的情绪瞬间从我微斜的

双眼一直延伸到紧闭的嘴角# 荡漾在空气

中%

照例来学校看我的妈妈# 一边匆忙地

打开饭盒一边念叨着(!晚了#晚了&&"此

时的妈妈就像一个犯了错的孩子# 眉宇间

隆起个小山丘#眼角荡出了数条水纹%我心

中不由得一惊(那是时间的足迹吗$那是岁

月的印痕吗$ 有些后悔刚才对妈妈居高临

下的态度&&细想# 其实每一次都是妈妈

在等我#而且是心甘情愿的%

教室的大屏幕正在播放有关孝子朱晓

晖守护父亲的教育片% 片中的颁奖词是(

!她病中的老父亲#是她幸福的王% "这句话

如惊风骇雨般在我本来就波澜微起的心中

掀起了涛天巨浪# 而我刚才又做

了什么&&

从小到大# 我一直在母亲的

呵护下健康成长% 上小学时#妈

妈天天在校门外等我+上初中时#我参加各

种比赛活动#妈妈便在台下等着我#为我加

油+上高中时#每到周末#妈妈总是早早地

等在学校门口&&

妈妈等了我
%(

年' 一点一滴#我都历

历在目#我的每一丝进步#都有她的鼓励#

每一缕悲伤#都有她的分担%她就像一个园

丁#而我就是她呵护的幼苗#每日浇水)施

肥#等待着幼苗长成参天大树#撑起自己的

一片天&&

我懂了 #原来妈妈一直在等待 #等待

幼苗能够明白园丁的辛苦#等待幼苗真正

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等待虽苦#她却毫无

怨言#而且满心欢喜地)耐心地等了我
%(

年%

或许妈妈不会再为第二个人做出这样

的等待# 或许也没有第二个人能为我做出

这样的等待% 要知道#父母一直在等待#等

待羽翼渐丰) 加速奔跑远去的孩子的一笑

回眸% 当今社会#也许我们无法做到!父母

在#不远行"#但也要满怀返哺之情%

!子欲养而亲不待"#莫让等待成为一

种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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