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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就喜欢小动物! 过生日

的时候! 爸爸送给我一件礼物"""

小狗#糖豆$!我特别喜欢#糖豆$%

&糖豆 $是一只金毛狗 !它披着

一件毛茸茸的' 金黄色的外衣!

!

条

胖乎乎的小腿粗壮有力! 支撑着圆

滚滚的胖身子!圆圆的小脑袋!大大

的眼睛!十分可爱%

&糖豆$ 走起路来大摇大摆!像

鸭子似的!特别有趣% 有一次!我独

自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不知什么时

候!&糖豆$ 跳了过来! 它趴在我腿

上!歪着个小脑袋!疑惑不解地看着

我! 好像在说(&小姐姐! 你在看什

么!有意思吗) $它那副神情!别提有

多逗了*

#糖豆$还非常善解人意% 记得

有一次我考得不好! 闷闷不乐地回

到了家里!小#糖豆$似乎猜出了我

的心思!蹲到我的旁边!伸出舌头舔

舔我的腿!好像告诉我(#小主人!别

灰心* $接着!它又用小爪子抱着我

的腿!看到#糖豆$可爱的模样!我顿

时轻松了许多%

这就是我家的小狗 #糖豆$!它

善解人意!非常可爱!给我的生活带

来了很多乐趣!我十分喜欢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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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毕业!再走进校园!看着熟

悉的一草一木' 有些斑驳的院墙'并

不太大的操场! 觉得是那么亲切!它

们见证了一个孩子纯真无忧的童年

时光!如今就要分别了!非常留恋和

不舍%

同学们的面孔一一浮现在我的

眼前!一幕一幕往事放电影似的呈现

出来(报栏的光荣榜上张贴了谁的照

片!谁便开心得手舞足蹈!让别的同

学羡慕不已+有的同学放学后偷偷欣

赏贴在墙壁上画有红线的作文+有的

同学上课曾打瞌睡'吃零食,,这一

切都成了最珍贵的小学记忆%

老师让我们懂得春雨如何滋润

万物!同学让我们懂得草儿如何挤着

一起生长!父母让我们懂得!雏鹰如

何去飞翔! 小学是我们成长的基石!

是我们起飞的起点!是我们满怀憧憬

的地方

是雄鹰就要翱翔!是千里马就要

行千里路!别了我的小学生涯'我的

童年时光* 未来在召唤我们!我们要

向着更远'更高去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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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苦的清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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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我敬佩的人很多! 如无私奉

献的警察叔叔'自强不息的残疾人'

认真学习的小伙伴' 默默工作的清

洁工人,,但最令我敬佩的人就是

清洁工人%

第一次遇到清洁工人! 是在我

放学回家的路上% 当时下着雨!路上

的行人都匆匆忙忙地往家赶% 而她

身披一块塑料布! 正蹲在那里使劲

地捅阻塞的下水道!她的身上'手上

全是泥水! 可她一点也不在乎 !捅

啊'捅啊,,下水道终于通了!雨水

哗哗地流进了下水道,,她抬起胳

膊擦擦脸! 然后推着清洁车消失在

雨中%

还有一个冬天的早晨! 由于下

了一夜大雪!路面上结了一层冰!走

在上学路上的我特别小心! 生怕一

不小心摔上一跤% 当走到八一大道

时! 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了我的眼

帘!是他---清洁工* 他正拿着铁锹

清理着路上的积雪% 他先把积雪拢

在一起!再把它们铲到大树的根部!

最后还不忘把细小的雪末扫一下 %

不一会儿! 一条干净的路出现在人

们的面前% 走在这条干净的路上!我

的心中满是感激% 如果不是他!今天

不知道有多少人要摔跤了%

虽然我不知道他们叫什么 !但

我由衷地敬佩他们! 因为清洁工是

我们这个城市的美容师! 他们用自

己的脏和辛苦换来了城市的干净%

清洁工---我最敬佩的人 !你

们是我心中的无名英雄%

"辅导老师!曾喜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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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眨眼!

$

年的小学生活就要过

去了!我们就要和最好的同学'最敬

爱的老师分开了!心中难免会有些难

过% 回想起
$

年中发生的种种往事!

太多的不舍与难忘!我的眼泪不禁落

了下来%

忘不了美丽的母校!您像一位母

亲! 用那宽大的双手保护着我们!让

我们茁壮成长% 在这里!我们受到了

严格的教育+在这里!我们树立了远

大的理想+在这里!我们还得到了珍

贵的友谊,,在母校温暖的怀抱中!

我们懂得了知识的奥秘'智慧的力量

和做人的道理%

忘不了!敬爱的老师*

$

年中!每

个老师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

们不仅教给我知识!还教给我做人的

道理% 每当我遇到难题的时候!他们

总会不厌其烦地教我!我的进步换来

的是老师会心的微笑+每当我生病的

时候! 老师总会第一时间照顾我!直

到家长的到来,,在我的学生手册

上!老师曾给我写下一句话(&宝剑锋

自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谢谢你

们!敬爱的老师*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

们对我的期望%

忘不了!亲爱的同学们*忘不了!

我们在操场上一起快乐玩耍的情景+

忘不了! 我们朝夕相处的美好时光+

忘不了!我们结下的深厚友谊,,以

后!我还会交很多朋友!可是你们将

是我最美最真的回忆% 同学们!毕业

时不要哭!一定要微笑着离开!因为

我们今天的离开是为了换取更美好

的明天*

再见了!我们成长的母校!有关

您的故事将留在我的记忆中!直到永

远*

"辅导老师!王丽$

精彩的校园文化艺术节
小记者!王语涵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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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阳光灿烂!上课铃还

没响!老师就组织三年级的学生来到

操场上!准备观看&第二届.六一/校

园文化艺术节$三年级节目展演%

演出开始了!第一个节目是架子

鼓表演!

8

位同学敲打出节奏明快又

整齐响亮的鼓点!立刻把全场的气氛

调动起来了% 当他们敲打出音乐0逆

战1时!我们班的
8

位同学也快步走

上台去!魏子昂和段超琦和着音乐大

声唱了起来!王浩翔充满激情地跳起

了街舞%

$

个人充满活力的表演赢得

了同学们的阵阵喝彩声% 第二个节

目是拉丁舞表演!

$

位女同学穿着漂

亮的拉丁舞裙! 随着音乐翩翩起舞!

动作时而舒缓'时而急促!那优美的

舞步和光彩夺目的舞裙牢牢地吸引

着大家的目光% 第三个节目是讲故

事!讲故事的那位同学面对七八百名

观众一点儿都不胆怯!他绘声绘色的

讲述!既让大家开怀大笑!又让大家

受到了教育%

在这次节目展演上!我们班的马

奕竹还和其他班的一位同学合唱了

英语歌曲!她们的歌声就像森林中的

黄鹂鸟一样悦耳动听% 接着!我们还

欣赏了电子琴表演' 武术表演等!热

烈的掌声回荡在校园的上空,,

"辅导老师!李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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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暑假的时候! 我和妈妈一

起去郑州姥姥家! 路上发生了一件

小事! 我还记忆犹新%

那天天气很热! 公路仿佛要被

晒化了! 妈妈把车内的空调打开了!

一路上吹着惬意的凉风! 我美美地

睡着了% 我醒来的时候! 车已下了

高速! 太阳光从前挡风玻璃里射进

车里! 感觉座椅都烫皮! 妈妈摇下

车窗想透透气% 这时一个声音传来(

&买中性笔吗)

"9

元
"

盒%$ 只见一

位
39

多岁的年轻哥哥! 怀中抱着一

个装满中性笔的袋子% 他顶着炎炎

烈日敲打着我们的车窗! 用极其沙

哑的嗓音问妈妈! 我仿佛都能感觉

到他的嗓子要冒出烟来 % 我心想 (

又是个搞推销的! 妈妈肯定不会买

的 % 没想到妈妈却很爽快地说 (

&来一盒%$ 妈妈说着递出
"9

元钱%

那位哥哥眼中写满了感激% 他麻利

地拿出一盒中性笔! 满面笑容地递

给妈妈! 并说( &阿姨! 多送你几

根笔芯! 替换着用%$

平时! 妈妈消费很理性! 她经

常说( &该花的钱! 多贵都不要省+

不该花的钱! 一分也不花%$ 这分明

不是妈妈的作风! 好奇的我说出了

自己的疑问 % 妈妈语重心长地说 (

&能在这样炎热的天气跑着推销的孩

子! 家庭条件一定不是很好% 现在

愿意吃苦的人不多! 比起不劳而获

者! 这没有什么不光荣% 我们应该

鼓励这种人! 让他对社会' 对未来

更加有信心*$ 哦* 我顿时明白了!

原来妈妈在无形中给了那位年轻哥

哥理解和支持%

那盒中性笔我一直没有舍得用!

每次看到它! 就会想起妈妈教给我

的做人道理%

"辅导老师! 曾喜荣$

感恩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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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前! 我们牵着爸爸妈妈的

手走进周口六一路小学 ! 在这里 !

我们收获了知识' 友谊' 进步,,

$

年后! 抚摸着这里的一草一木! 想

到再有一个多月! 我们就要离开母

校了! 心中有太多不舍,,

难忘恩师情% 在
$

年的学习生

活中! 我们认识了许多老师! 他们

都像对自己的儿女一样对我们! 教

会我们知识! 让我们知道了怎样做

人! 我们从一个个不懂事的小孩子

变成了一个个有知识' 讲文明的好

少年% 我们的每一点成绩! 都凝聚

着老师的心血和汗水+ 我们的每一

点进步! 都离不开老师的帮助和教

诲%

难忘同学情% 难忘我们一起游

戏' 一起学习' 彼此鼓励' 互相帮

助%

$

年的朝夕相处! 我们建立了

深厚的友谊%

鲜花感恩雨露! 因为雨露滋润

着它的成长+ 小草感恩大地! 因为

大地给它生存的空间+ 我们要感恩

母校 ! 因为它教会我们为人处事 !

让我们掌握了知识和本领 % 母校 !

放心吧! 我们一定会好好学习! 让

自己的梦想展翅飞翔* 今天! 我们

以母校为荣 ! 相信 ! 不久的将来 !

母校将以我们为荣*

"辅导老师! 何瑞华$

我的烦恼
小记者!李慧杰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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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有一件烦恼的事%

如今!高科技电子产品是日新月

异'层出不穷!手机和电脑一代一代

地更换!更新得特别快!我家也不例

外!爸爸妈妈的手机都换成了最新款

的智能手机%这不!我的烦恼就来了%

妈妈的手机功能齐全!什么上网聊天

啊'购物啊'游戏啊,,应有尽有!妈

妈每天玩得是不亦乐乎% 她早晨睁

开眼睛玩!中午吃饭时候玩!晚上睡

觉之前玩!甚至上个厕所都是手机不

离手%说完老妈!再来说说老爸%老爸

是个十足的&小说迷$!每天网上更新

的小说是他必看的内容% 我半夜起

床上厕所时!还看见爸爸在摆弄手机

呢% 有时!我做作业有不会的题!向

他请教时!他总是心不在焉地边看手

机边给我讲解% 你说!这怎么能不让

我苦恼呢)

自从爸爸妈妈换了智能手机后!

我家也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原来!每

到春天的周末!爸爸妈妈就带着我到

郊外放风筝'挖野菜'看桃花+夏天的

傍晚!我们去河堤跑步+秋天!我们去

奶奶家的地里摘果子+冬天!我们在

院子里堆雪人% 在爸爸妈妈的陪伴

下!我度过了很多快乐的时光% 可现

在呢) 爸爸捧一部手机!妈妈捧一部

手机!他们谁也不跟谁说话!也不陪

我出去玩了%

小伙伴们!你有这样的烦恼吗)

如果有!就请我们向所有的爸爸妈妈

呼吁(放下手机!多陪陪家人和孩子

吧*

"辅导老师!曾喜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