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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似箭!

'

年的小学时光一眨眼就过

去了"

'

年来!我们经历了多少快乐和忧伤!

每一次经历!每一次感动!都让我难以忘怀"

我清楚地记得!刚刚
"

岁的我上了一年

级!崔老师对我的鼓励让我终生难忘" 一次

写字课上!同学们都写完了!我还剩两行字!

我紧张极了!胆怯地看着老师!以为老师要

批评我" 老师拿起我的作业本!连声夸奖我

的字写得漂亮#端正!并让全班同学向我学

习!然后亲切地对我说$%别着急!慢慢写!老

师等着你" &她的话深深打动了我!我写得更

认真了!是老师给了我自信"

三年级刚开学时!我在学校上楼时不小

心扭伤了脚!当时疼得不能动弹!额头直冒

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此时!有的同学扶着

我!有的同学在旁边安慰我!有的同学急忙

跑到老师办公室告诉了老师" 从此!同学们

有了困难!我都会主动帮忙!是同学们教会

了我如何去关爱别人"

'

年前的我是个懵懂无知的小女孩!现

在的我是一个坚强勇敢# 自信乐观的少年"

是母校让我经历了生活中的风雨!并让我在

风雨中茁壮地成长" "辅导老师!于慧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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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前夕!学校说要举办一场别开生

面的文艺汇演!时间定在
'

月
!

日上午"

那天!大家早早地来到了教室!同学们

好兴奋#好期待呀'

演出开始了!主持人用清脆而洪亮的声

音说$%请欣赏四 (

%

) 班同学带来的开场舞

*盛世花开+" &我们迈着紧张有序的步伐走

向舞台!此时像是忘记了自我!尽情地翩翩

起舞,,音乐渐渐停了下来!台下响起了热

烈的掌声"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小品#独唱#架

子鼓表演,,大家都沉浸在音乐的海洋里"

此时此刻!我们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辅导老师!陈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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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爱的老师!

您好'

在无数个职业当中!有一种职业最值得

尊敬!它像母爱一样温暖!像蜡烛一样默默

无闻!它就是老师"

五年级刚开学时!我被分到了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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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是陌生的脸庞!可是当您面带微笑走进教

室的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身边的一切都好亲

切!一股暖流在我心里荡漾"

时间过得真快! 我们马上就要毕业了"

我们长大了!懂事了!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

您!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朝夕相处的日子" 当

今天成为昨天!我会把这段记忆放在内心最

深处!使它成为一颗流光溢彩的珍珠"

您的学生!马慧

&#!"

年
"

月
&*

日

"辅导老师!王茹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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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白是一只可爱的兔子! 说起这只小

白兔!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呢"

小白刚进我家时感到很陌生!总是缩成

一团!像个大绒球似的!过了一段时间!小白

渐渐地认识我了" 小白最爱吃青草!一到楼

下它就乱跑!好像想认识一下周围的世界"

它的眼睛红红的!像宝石一样!它的毛

是白色的!摸着非常舒服"

时间长了!我和小白便有了感情" 每次

放学回到家!它就朝我看!好像在说$%我饿

了!给我点吃的吧" &我便会给它拿几片菜

叶!它就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小白吃东西的时候! 会发出 %咔咔!咔

咔&的声音"小白一天要吃很多叶子!可称得

上是个小馋嘴了!吃饱之后!小白就舔舔它

的脚!好像在表示感谢"

小白是妈妈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我一定

会好好照顾它的" "辅导老师!张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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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光灯下

我们笑得如此灿烂

所有的快乐都写在脸上

因为我们知道

不久后我们将要分开

同学录上

写下的字字句句

全是不舍的留念

我们认真地写着祝福

因为以后可能再也不见面了

穿着校服

带着陪伴
'

年的红领巾

在母校留下永存的记忆

因为我们都明白

离开了这里"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

年里

校园到处都有珍贵的回忆

老师"同学"一起的
'

年

都会储存在记忆里

因为这是我们心中最美好的东西

分离时

要留下最灿烂的笑容

我们此刻的分别

是为了以后的再见

永远的六班

永远的朋友

我们一定要

曲虽终"人不散 "辅导老师!王金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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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喜欢小动物! 或是可爱的猫

咪!或是温顺的兔子!或是可爱的小鸟,,

而我!喜欢毛茸茸的小狗"

老家有一只大狗!它十分英俊!还有一

个活泼的名字---皮皮" 每当我回到老家

时! 皮皮总会摇着它长长的尾巴!%汪汪&地

大叫着!好像在说$%欢迎回家" &

皮皮很忠诚" 小时候!淘气的我带着皮

皮去老家的小河边玩!我把皮皮带到清澈见

底的河边!摆起严肃的脸!一本正经地对皮

皮说$%皮皮!在这儿等着我哦!我给你摘花

去' &皮皮摇了摇尾巴!我便笑嘻嘻地跑掉

了"草地上的花朵姹紫嫣红!让我目不暇接!

我把摘的花小心翼翼地装在兜里!蹦蹦跳跳

地回了家" 一家人吃完晚饭后才想起了皮

皮!我心里一惊$呀!皮皮' 我把碗一推便冲

了出去"

小河边! 我隐隐约约看见了皮皮的影

子!它还蹲在那个地方,,

现在一说起皮皮!我的心里就会有一股

巨大的自豪感" 皮皮可不是小狗了!它都当

妈妈了' "辅导老师!谢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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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金毛狗生了
$

个狗宝宝!其中有

一只小狗是我爸费了好大劲才把它从死神

那儿救回来的" 我最喜欢这只小狗!它是我

的好朋友!叫小可爱"

小可爱浑身长满了金黄色的毛! 软软

的#滑滑的!就像绸缎一样"一双明亮的眼睛

炯炯有神!心形的鼻子总是闻来闻去的" 它

见到别人时!尾巴总是一摇一摆的!可爱极

了" 于是!我们就叫它小可爱"

小可爱很温柔!每当我放学回家!它就

会跑过来!一会儿抱着我的腿!一会儿舔舔

我的手!和我可亲了"我一走!它就摇着尾巴

紧紧跟着我!又好像在说$%主人!再和我玩

会吧' &每当我生气的时候!它就安安静静地

坐在我对面!一动不动的!好像也很难过"

小可爱是我最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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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的一个星期六上午! 阳光明媚!妈

妈说要带我去滨河公园玩" 我听了很开心!

脚下像装了个弹簧似的!一蹦三尺高"

来到滨河公园! 一阵微风吹在身上!很

舒爽!不再像冬天那样寒风刺骨"这时!我发

现柳树抽出了嫩芽!千万条碧绿的枝条随风

招展" 小草也悄悄地从地下探出了头!打量

着这美丽的世界" 各种各样的花儿都开了!

有迎春花#玉兰花#丁香花!还有很多叫不出

名字的花儿! 它们在温暖的阳光下竞相开

放!争奇斗艳"我被这迷人的景象陶醉了!仿

佛自己也变成了一朵小花! 在风中翩翩起

舞"

%爷爷!我想要那条柳枝!你快给我折下

来" &忽然!我的思绪被一个小男孩的声音打

断了" 前面有一个小男孩和一位老爷爷!正

在准备折柳枝! 我急忙跑过去对小男孩说$

%小朋友!破坏树木不好!它们也是有生命的

呀" &小男孩好像听懂了我的话!对爷爷说$

%爷爷!我不要了!你别折了" &说完!小男孩

拉着爷爷的手走了"我看着那条被我%救下&

的柳枝在风中舞动! 好像在对我说$%谢谢

你!小朋友" &我转过头去!看见妈妈站在不

远处对我微笑"

春天给我们带来了温暖的阳光和美丽

的景色!我们要爱护春天的一草一木!这样!

春天才会待得更加长久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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