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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是我心中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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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曾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

梯#$而我说!"书籍是人类精神的营养品#在

书中%我可以汲取更多知识&懂得更多道理#

书是一把金钥匙%能开启成功的大门#所以%

书成了我人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成了我

心中永不磨灭的太阳# $

书告诉了我许多有趣的故事%书让千百

年前的人们为我深情地讲述中华上下五千

年的故事''在遇到困难时%给我鼓励的是

我最好的朋友(((书#

书教会了我与朋友相处要讲信用 %教

会了我成功在于恒定的信念和坚持不懈的

追求% 教会了我遇到困难和挫折都不要放

弃''书像一个循循善诱的老师% 解开了

我心中的一个个疑团#

书(((我心中的太阳%陪伴着我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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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以自己创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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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经历过很多事情 %

多得像春天里的小草一样%数也数

不过来% 可总有些事让我们难以忘

怀%每每想起%总记忆犹新#

记得那是五年级刚开学没多久%

班里要挑选办黑板报的成员# 黄老

师说!"有兴趣的同学请举手# $黄

老师话音刚落% 我就举起了手#

我悄悄数了数% 大概有二三

十位同学也举了手#我不

由得紧张起来%这么

多同学举手%

老师

会选我吗) 我用渴望的眼神盯着黄老

师%在心里不停地说!"选我吧%选我

吧* $黄老师看了一圈%犹豫了片刻%

点了几个同学的名字% 并对他们说!

"你们几个先试试%好好干# $我没有

被选上%心里挺遗憾的#

我从小就喜欢画画%办黑板报既

是我喜欢做的事% 也是我能做好的

事# 我不甘心失去这个锻炼和展示自

己的好机会%爸爸曾经对我说过!"没

有机会来临%就自己创造机会# $我暗

下决心%一定要争取一下#

下课后% 我来到老师办公室门

口%鼓足勇气走了进去# 黄老师微笑

着问我!"有什么事吗) $看到老师的

微笑%我顿时不紧张了%大着胆子说!

"黄老师 %

我 想 成

为咱们班的黑板

报成员#$黄老师又问!

"你学过绘画吗) $我点了

点头说!"暑假学过# $黄老师

用期待的目光望着我说!"那好%

你就试试 % 一定要努力

呀*$就这样%我如愿以偿地

成为了我班黑板报小组的

一员%并与其他几位同学齐

心协力办了几期黑板报% 我的才华

得到了大家的赞赏*

这件事让我懂得了一个道

理(((只要有实力%人就可以

自己创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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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脆的鸟啼声引人遐想% 和煦的阳

光更是把我们带入那童话般的梦境#这是一

个多么令人欢喜的日子% 同学们笑逐颜开%共

同迎来这特别的日子(((第二届校园文化艺术

节#

欢快活泼的舞蹈拉开了第二届校园文化艺术

节的序幕%表演者舞出了快乐&舞出了精彩&舞出了

奋发向上的气息%

一曲悠长深远的葫芦丝乐曲把我们带入了奇

妙仙境%那里有高大挺拔的椰子树%椰子树下的花

草围成一个摇篮% 一朵硕大的粉白花朵绽放在摇

篮中间%向大地展露出彩虹般靓丽的花蕊%那便

是无与伦比的音乐精华*

台上精彩的节目一个连一个% 欢快的舞

蹈&搞笑的小品&精彩的戏曲&动感十足的

武术''台上%表演者倾情演出+台下%

同学们掌声连连# 让我们在心中永

远珍藏每一个精彩的瞬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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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我问妈妈!"幸福在哪里) $妈妈微

笑着说!"幸福无处不在%只要你用心%就一

定可以感受到她的存在# $我想了想%决定去

寻找幸福的足迹#

幸福在哪里) 我来到小区后院的池塘

边%看见邻居王大爷在钓鱼%哟* 王大爷钓上

了一条大鱼# 王大爷笑呵呵地把鱼放入桶

里#

幸福在哪里) 我来到田野里%看见了金

黄的稻谷&红红的高粱&绿绿的蔬菜# 农民伯

伯看着今年的好收成欣慰地笑了#

幸福在哪里) 我来到学校操场上%看见

有的同学在跑步&有是同学在跳绳&有的同

学在散步# 大家开心地玩耍%每个人脸上都

洋溢着笑容#

幸福在哪里) 我回到了家%桌上摆放着

一盘盘菜%香气充满整个屋子# 是妈妈在等

我呢%我高兴极了*

''

幸福在哪里) 幸福在沉甸甸的渔竿上&

在希望的田野里&在学校的操场上&在香喷

喷的饭里''

对* 幸福无处不在%在每个人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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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晒我家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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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幸福的家%今天%我就

来晒晒我家的幸福#

我的家中有一个唠叨的妈妈&有

一个会做饭的爸爸%还有一个聪明活

泼的我#

星期六早晨%从我家里传出了各种

各样的声音%爸爸的打呼噜声&妈妈的

唠 叨 声 ''

这不%妈妈又开

始说了!"快起床了%太阳都
!

屁股

了# 你们两个起来后%把地扫一下%还要

把窗台擦一擦# 窗台上面落了一层灰%

你们要是把灰尘吸进气管里%那可是要

生病的# 尤其是你(((穆妍贝%马上就

要考试了%可要注意点''$

爸爸是我家的超级"煮男$%给我家

带来美食上的享受# 爸爸每天都很忙%

但他总要挤出点时间

来给我们做饭#

厨房是他的天地%各种菜一经他的

神手加工%就会"化腐朽为神奇$%菜的

色&香&味俱全%吃爸爸做的菜是一种美

的享受#

终于该说我啦* 我是我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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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我酷爱看书%家里的成堆的书就

是我最好的精神食粮%学习成绩棒的我

得的奖状贴了一面墙#

家%是人一生爱过&恨过&哭过&笑

过的地方# 虽然我的家庭很普通%但我

却为拥有一个温暖而幸福的家感到自

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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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星期%我们就要期末考试了%以往都是考完

试就放假%假期结束后%再次回到母校# 可这次不同%我们

迎接的是毕业考试%考完试%就不能再回到母校了# 我真舍

不得离开母校%舍不得离开那些亲切&慈爱的老师%舍不得

离开一起生活了
#

年的同学#

近来%我沉浸在黯然神伤的情绪中不能自拔# 一天%有

同学提醒我!"以后的生活中% 不知道还要经历多少次这样

不舍的分别%但如果每次都这样%那什么事都不用做了%就

把时间&精力以及情感都白白地浪费在离别上吧* 事情发生

以后%我们要做的不是挽回%而是争取%争取做

得更好%向母校证明我们永远都是最

棒的%这样%就是离别也离别得

心安# $ 这段话说得多好

啊% 在毕业考试上%我

们要考得最好% 在母

校仅有的时日里%我

们要尽力表现得完

美#

回首
#

年的小

学时光 %酸的 &甜的 &

苦的&辣的%样样都有%

不管怎样% 每个同学都将

要步入初中% 会结识更多的

朋友#在以后的日子里%希望我们

都可以像风筝一样在天空中自由飞

翔%享受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

"辅导老师!何瑞华$

卫生环保我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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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我走在大街上%总能看见许多被丢弃的垃圾%有人把

嚼得黏糊糊的泡泡糖吐到地上%有人则把香蕉皮&饮料瓶等扔

在地上%有人从车窗内向外扔垃圾''而且%这种不好的风气

还蔓延到了校园%有的同学站在楼上%手捧一把碎纸来了个"天

女散花$%地上"花$开一片+有的同学把游戏卡扔到楼下%楼下许

多同学争着抢这"天上的馅饼$%很多同学被撞倒+有的同学把没

喝完的酸奶瓶扔在地上%一旁玩耍的同学一不小心踩上去%被喷

了一裤子酸奶''

面对这种不文明现象%我们该怎么做呢) 在学校里%我们要把

垃圾随手捡起扔进垃圾箱# 外出时%我们要把垃圾扔进附近的垃圾

箱%或者随身带一个用来装垃圾的小袋子''

让我们一起保护环境%让校园更加美丽整洁%让城市更

加美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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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万物% 唯有生命最珍

贵%而安全是生命的基础%是幸福

与否的根本# 没有安全做保障%我

们就会失去生命% 一切都无从谈

起#

前几天% 学校请来了几位

警察叔叔%给我们上了一堂

交通安全课#虽然没有

华丽的词藻 %但

交警叔

叔朴素&生动的演讲打动了我们每

一个人# 某学校组织学生做操%学

生从教室里蜂拥而出%都向楼梯口

跑去%突然 %有一名学生不小心摔

倒了 %瞬间 %有几个学生被绊倒 %

顿时%楼梯间乱作一团 %前面的学

生无法前进%后面的学生使劲往前

挤''学校发生了不幸的"踩踏事

件$# 此次"踩踏事件$造成
9

人死

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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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受伤住院#

一粒种子&一只蚂蚁&一件小事

都关系着一个小小的生命%然而%在

现实生活

中%有许多安全隐

患随处可见%比如%同学

们课间活动时乱打乱闹+有

的人穿越马路时闯红灯+ 有的

人喝醉了还开车+ 有的人用完电

器%却不把插头拔掉''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人的生

命只有一次% 我们必须树立高度

的安全意识% 筑起生命的安全

长城#

"辅导老师!王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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