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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有一次我在补习时 !老师布置

了一大堆作业 " 回家我就开始写 !不一

会儿手又酸又痛 !于是我边写边玩 !不

知不觉中进入了梦乡 " 醒后我才想起

来自己的作业还没写完 ! 我赶忙开始

写 !妈妈被我的声音给吵醒了 !她走到

我旁边严肃地说 # $你怎么还有作业没

有写完 % &我吞吞吐吐地说 # '昨天我边

玩边写 !所以没有完成 " &妈妈严厉地

说 # '要是你
!

点之前没有完成作业 !

你就不交作业了 % 生命就像一张白纸 !

你每天没有做完你应该做的事 ! 这张

白纸上就会有一个洞 ! 一年有三百六

十五天 !就会有三百六十五个洞 !时间

久了这张纸就会废掉 ! 那么你的生命

也慢慢会结束了 " &听了妈妈的话我惭

愧极了 "

'一寸光阴一寸金 !寸金难买寸光

阴 & " 时间就像一支离弦的箭 !一去不

返 !让我们好好珍惜时间吧 (

!辅导老师"李春华#

!!!!!!

星期六 ! 我们淮阳县小记者在老师

的带领下来到了春游的最后一站)))开

封"

我们先来到了海洋馆 " 这里有好多

鱼 #娃娃鱼 *炮弹鱼 *中华鲟 *鸭嘴鲟 *龙

胆石斑鱼 *招财鱼 *地图鱼 *蓝魔 *黄金

吊 *黄金虎头鲨 *吃奶鱼等 +还有赤月水

母 *太平洋黄金水母 *海月水母 *海龟等 "

最好玩的就是吃奶鱼了 ! 我拿着奶瓶放

到水里 !吃奶鱼就一拥而上 !抢着吃奶 !

一瓶奶不一会儿就被喝完了"

下午我们来到农业园 " 首先看到了

一个个巨型雕塑 ! 有巨型西瓜 * 巨型草

莓 *巨型玉米等 " 我们还看了鸟艺表演 !

鹦鹉举旗 !在高空中骑单车 *滑滑梯等 !

还听了鹦鹉学人说话"

真是有趣的一天 ! 我们不仅玩得很

开心!还增长了见识(

开封一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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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懂得了珍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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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周口晚报社

联合淮阳戴氏牧场!将组织小记者走进戴氏

牧场采风!与奶牛亲密接触!见证一杯牛奶的

产生"

淮阳戴氏牧场在县城北二环路! 拥有奶

牛养殖基地
288

多亩!存栏良种奶牛
0288

多

头!日产牛奶十余吨" 在这里!奶牛们过着快

乐的生活!它们不仅享受着充足的阳光和空

气!还享受着绿色的'美食&!经过
91

道工序

秘制全储玉米饲料配合时令蔬菜胡萝卜以及

从蒙古*欧洲空运来的新鲜牧草等!科学的膳

食!舒适*愉悦的环境!使奶牛们所产鲜奶更

健康*更营养"

小记者可自愿报名参加&具体安排如下"

'活动亮点(学知识 亲子游 全免费!

'活动时间)

7

月
98

日"周六#上午
:

$

88;

08<88

!

'活动地点)淮阳戴氏牧场旗舰店"西关

二小对面#%戴氏牧场奶牛养殖基地"北二环

路#!

'活动流程)

037

月
98

日上午
:<88;=<88

在淮阳西关

二小对面戴氏牧场旗舰店门口集合% 小记者

每人免费品尝一杯戴氏牧场鲜奶!

13

上午
=<88

统一乘坐大巴车到北二环路

戴氏牧场奶牛基地参观!在导游陪同下%与奶

牛零距离接触%见证一杯牛奶的生产过程!

93

上午
08<88

统一乘坐大巴车返回到戴

氏牧场旗舰店门口%合影留念%活动结束!

'活动要求)

03

此次活动没有名额限制%但需要提前

报名预约"见&报名方式'%不提前报名%不准

参加#%以便我们掌握人数%准备当天的车辆!

13

为保证安全%参加活动的小记者必须

由一名以上家长全程陪同!

93

活动当天%小记者需佩戴小记者证(小

记者帽(采访包!

>3

建议小记者每人写出
988

字左右的作

文一篇%发送到信箱
)*+,-./012345$

%我们

将择优在)周口晚报*小记者报+上发表!

'报名方式)

03

现场报名$到淮阳西关二小对面戴氏

牧场旗舰店% 登记姓名( 学校和联系方式即

可!

13

电话报名$拨打
1!!9:::

或
>8889=>002

或
07=9:2!7720

!

93

报名时间从即日起截止到
7

月
1:

日

下午
2<88

!

!"#$% ! &'()*+,-

走进戴氏牧场 见证一杯牛奶的产生

有一种开在山坡上的小花!

它的名字叫'野菊花&!

那一簇簇朴实的生命!

在风雨中傲然挺立"

每个人都有遇到挫折的时候!

'野菊花&给了我们一种信念!

无论自己有多么渺小!

都不要感到畏惧"

每个人都有孤独寂寞的时刻!

心中的'野菊花&陪伴我们度过!

它给予我们快乐和喜悦!

让我们不再感到伤心和难过"

啊( 那坚强的小生命!

在瑟瑟寒风中!

将黄色的小花聚集! 带给人们金灿灿的

阳光,,

野菊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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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在城内开了一家服装店" 她那坚

强*果断*不怕吃苦的性格!在我脑海中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

妈妈下岗后! 跟邻居阿姨学做服装生

意" 现在妈妈有了属于自己的服装店!由于

她待人热情!所以生意一直很好"

无论春夏秋冬! 妈妈都是忙到很晚才

回家!但她从没有说过一声累" 一年中妈妈

会有一天很早回到家中! 那就是我生日那

天" 妈妈提前准备好饭菜!买一个蛋糕!再

到学校接我回家" 在我
08

岁生日的时候!

听着妈妈给我唱着生日快乐歌! 在烛光中

我隐约看到了妈妈的白发" 从此!我暗暗下

定决心!要好好学习!报答妈妈"

%辅导老师"梁艳#

我的妈妈

小记者"史允彤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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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淮阳县第二实验小学分校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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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老师让我们教家人学说普通话!

我决定要教妈妈说普通话"

下午我去书店买了一盒关于拼音的卡

片" 回到家中!我迫不及待地拿出卡片!一

个一个地教妈妈" 有几个拼音无论我怎么

教!她都学不会!比如'

?

& !妈妈总是读不

好" 于是!我想到了乡下的鹅!我让妈妈跟

我读'鹅&!妈妈一遍遍读着!我见她己经读

熟!就说#'-鹅.的读音和拼音-

?

.的读音是

一样的!只是一个是第二声!一个是轻声/ &

于是!妈妈又读了几遍'

?

&终于读准了"

一周下来! 妈妈的普通话水平有了很

大的进步!我也教得更加有劲啦(

%辅导老师"梁艳#

教妈妈说普通话

小记者"田韶菡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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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淮阳县实验二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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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妈妈! 我今年已经
08

岁了" 在这
08

年里!您为我付出了太多的艰辛" 从我上幼儿园

起!您每天接送我!夏天怕我热着*冬天怕我冻

着!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

从我步入小学后! 为了提高我的学习成绩!

您天天陪着我写作业" 我不懂的题!您不厌其烦

地给我讲解!直到我学会为止" 我的每一点进步*

每一个成绩!都有您的心血和汗水!我为有这样

一个好妈妈而感到骄傲"

好妈妈!谢谢您!今后我一定加倍努力学习!

听您的话!不惹您生气!以优异的学习成绩来报

答您对我的关爱" %辅导老师"龚慧#

妈妈"我想对您说

小记者"李咏悦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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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淮阳县外国语实验小学城内分校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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