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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要知道，
文明用语要牢记。
早晨见面要问“早”，

“请”和“您”要常用。
求人帮忙先用“请”，
对待长辈要用“您”。
致歉时，心要诚。
听人言，要专注。
影响别人“对不起”。
回答请说“没关系”。
笑挂脸上，人见人爱，美四方。

（指导老师：翟彩艳）

交谈礼仪儿歌
新华区实验小学 四（1）班 李嘉豪

本报 2020 年 9 月
2日B1版《品牌房企汇
聚 精彩蓄势待发》文

中第三段“户型面积为125-139平方
米，全部一梯一户，大面宽、小进深、
全明通透”，更正为：户型面积约125-
139平方米，全部一梯两户，大面宽、
小进深、全明通透。

该文第11段中关于荣邦花园二
期刊登的优惠政策应为荣邦·瑞府项
目优惠政策。

特此更正。
2020年9月4日

更正

爸爸妈妈的爱就像春天的暖风吹
拂着我的心，就像绵绵细雨滋润着我的
心，就像……

爸爸，您还记得去年冬天一个寒冷
的早晨吗？我不小心摔伤了胳膊，疼得
我流出了眼泪，头上也直冒虚汗，您看
到了，二话不说抱起我直奔医院。当时
我们家住在6楼，我其实很重，您抱着
我吃力地从6楼台阶慢慢往下移动，虽
然是滴水成冰的寒冬腊月，我却清晰地
看到豆大的汗珠从您脸上淌下来。下
楼后您并没有歇一下，而是一刻不停地
向医院跑去。到了医院您又是挂号，又
是背我抽血化验、领药，您忙得一上午
时间没有一刻停歇！

妈妈，您虽然脾气不好，但不管我
怎么气您，您从来都没有打过我。记得
有一次我不听话，您给我买的课外作业
我一次也没写，到了中考，我的成绩一落
千丈。您让我找原因，我说练习作业没
写，每次考完试，错题也没用改错本记下
来……您听着听着，满脸怒气，我吓得
直往后退。可您却强忍着不往外发泄，
而是慢慢地给我讲道理，并给我提出了
严格要求，希望我下次取得好成绩。

记得还有一次，我看妈妈涂口红非
常好看，就趁您不注意也拿起口红涂了
起来。正在这时，您喊了我一声，我一
紧张，竟把口红弄断了，这可是您的心
爱之物呀！怎么办呢？不容我多想，您
已经站在我眼前看到了一切，您举起了
手要打我，我吓得缩着脑袋闭着双眼等
着一顿猛打。可是我睁开眼后却看到
您的手又收了回去，只是不高兴地对我
说：“以后不要随便动妈妈东西了。”当
时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我爱我的爸爸和我的妈妈。假如
我是诗人，我将用最美的诗句赞扬你
们；假如我是一名画家，我将用最美的
色彩来描绘你们；假如我是歌手，我将
用最美的歌声来歌唱你们……可是，我
知道任何形式都不能充分表达我对你
们的爱，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指导老师：雒玲丽）

父爱如山
母爱如水

体育路小学 四（1）班 王宝迪

暑假到了，我每天在家里悠闲地吹
着凉爽的空调，吃着美味的水果，看着
喜欢的课外书。可妈妈每天都早出晚
归，顶着大太阳上班、下班，还要忙活着
做饭。每当看到妈妈忙碌的身影，我都
心疼不已，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帮妈妈
做饭，让妈妈一下班就能吃到现成的饭
菜，让她多休息一会儿。

我打算从我最喜欢吃的土豆鸡块
入手。自从萌生了这个想法，每天妈妈
做饭时，我都要当她的小帮手，帮她洗
菜、择菜……并默默地观察妈妈做饭的
步骤和方法。看了几天后，我觉得自己
学得差不多了，可以实践一下了。

这一天，刚上午10点多，我就开始
了准备工作。先把冰箱里的冻鸡块拿
出来解冻，土豆洗好削皮，再把解冻的鸡
块和土豆切成大小均匀的方块，接着拿
出沉甸甸的炒菜锅，小心翼翼地放在炉
灶上，打火、倒油，等油热起来，把事先切
好的葱姜蒜末倒入锅内，翻炒两下，迅速
把鸡块倒入锅内翻炒，变色后倒入土豆，
再倒些许老抽、生抽等调味料，翻炒至均
匀上色，最后倒入一大碗热水，盖上锅
盖，用小火慢炖至收汁后，香喷喷的土豆
鸡块就大功告成了！

我刚把土豆鸡块、米饭端上餐桌，
妈妈就下班回来了，推开门第一句话就
是：“哇！好香啊！这是谁做的午饭
呀？”我笑嘻嘻地答道：“你猜！总不会
是一岁半的妹妹吧！”妈妈尝了一口我
做的美食，赞不绝口：“儿子长大了，知
道体贴妈妈，会帮妈妈干活了！”我心中
窃喜，表面却假装镇定：“没什么，小露
一手，以后我还给你做！”

有了妈妈的鼓励，我越发有了信心
和干劲。这个假期，我学会了一项新技
能——做饭，我不但学会了做土豆鸡
块、蒸米饭，还学会了做番茄炒鸡蛋、凉
拌黄瓜变蛋等好几道美味菜肴。每天
妈妈下班回家，都能吃到可口的饭菜。

这真是一个快乐的假期啊！
（指导老师：李东云）

快乐的假期
联盟路小学 三（4）班 史宸赫

黑色的眼圈，黑色的耳
朵，黑白相间的身体。你猜我
是谁？没错，我就是国宝——
大熊猫。

我是中国特有的珍稀动
物，也是世界最负盛名的濒
危动物。古人称我为“貘”
（mò），汉朝初年《尔雅》一书
中，记载“貘”体色黑驳，食
竹。我的家族已经在地球上
生存了800万年，被誉为“活
化石”和“中国国宝”。我们
还是世界自然基金会形象大

使。
在动物园里，我是最受

欢迎的明星，我住的大房子
宽敞优美，竹翠水清，还有管
家，每天都给我做各种各样
的美食。有时管家还会给我
端上豪华蛋糕供我享用，有
提子、胡萝卜、草莓等，隔着
玻璃就能闻到香味。我的生
活条件是不是很优越呢？

你一定认为我好吃懒做
吧，那可就错了，我的绝活可
多着呢，前空翻、后空翻、举

重、投篮……这些都不在话
下呢！

我的祖辈们曾经作为友
好使者，频频出访国外，它们
的足迹遍布美国、日本、法国
等国家，所到之处，必定掀起
一阵“熊猫热”。听说“兰兰”
在日本，每天都有30万人赶
去参观，真是“流量明星”。

怎么样，听了我的介绍，
是不是心动了，那就来成都
熊猫馆吧，我在这里等你
哦！ （指导老师：王珏）

“我”的自述
体育路小学 三（1）班 余晟赫

我见过许多种花，有高
贵清雅的牡丹花，有香气袭
人的玫瑰花，还有光彩照人
的向阳花……可我最喜欢的
还是十里飘香的桂花。

桂花树一年四季枝叶茂
盛。特别是在冬天，它们身
穿碧绿的衣裳，站在白雪皑
皑的大地上，像一个个坚强
的战士，不惧寒冷，守护着美
丽的世界。

桂花最美的季节在秋
天。当一阵细细的甜香在校

园中拂过的时候，我就知道，
是桂花开了！我急忙跑过
去，只见一簇簇小米粒一样
大小的黄花点缀在桂花树的
枝丫间，散发着迷人的香
气。谁能想到，这小小的并
不起眼的桂花竟有这样的幽
香，这让我不由得想到了一
首古诗：白日不到处，青春恰
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
丹开。桂花平时默默无声，
原来是在酝酿这神奇的香味
啊！

校园弥漫着桂花的香
甜，我们坐在教室里像是在
糖果的世界里一样。桂花的
香味让老师和同学们精神焕
发，枯燥的课堂也变得美好
起来。

桂花的功能可多了，它
除了使空气清新外，还可以
用来泡水喝，能做桂花糕、酿
桂花蜜、做桂花酒呢！

我喜欢桂花，喜欢它的
味道，喜欢桂花的奉献精
神。 （指导老师：臧华）

桂 花
东风路小学 三（3）班 陈纪烨

在一片茂密的森林里，
住着一只老鹰。它的外表看
起来十分威武，但却胆小如
鼠，甚至连一只小小的麻雀
都让它害怕到发抖。它总是
靠朋友们帮它抓猎物来充
饥。

朋友们终于忍不住了，
对老鹰说：“兄弟，你这样天
天让我们帮你抓猎物也不是
办法呀，我们帮得了你一时，
也帮不了你一世，你得学会

自食其力。”它深知朋友们的
话十分有道理，可心里的那
分恐惧还是让它不敢迈出第
一步。有一天，老鹰的朋友
们飞散了，此时饥饿难耐的
它顾不了那么多，开始用机
警的眼神四下寻找猎物。突
然，它发现草丛里有动静，一
只出来觅食的兔子出现在它
的视线里，说时迟那时快，它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高空
俯身下去，准确无误地抓到

了猎物。它被自己这一气呵
成的连贯捕猎动作惊到了，
它不敢相信这一切，觉得那
么不真实。可饥饿容不得它
想那么多，还是先填饱肚子
再说吧。

就这样，因为一顿饥饿
使得老鹰战胜了胆小，捕到
了猎物，有了自食其力的能
力。后来它变得越来越强
大，最终成为天空中的霸
主。 （指导老师：王珏）

胆小如鼠的老鹰
体育路小学 三（1）班 高熙雯

我的家乡在平顶山，这里风景优
美、物产丰富，是个非常适合旅游的城
市。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是生态园的
美景。

走进生态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
排排高大挺拔的杨树，它们像一个个战
士，守护着生态园。再往里走，就来到
了人工湖，人工湖里开满了亭亭玉立的
荷花，就像一个个翩翩起舞的小姑娘，
旁边的天鹅跳起了美丽的“天鹅舞”，青
蛙在放声歌唱，真是一幅美妙的画面。

在人工湖前方有一大片树林，在那
里我们能看到很多果树，像核桃树、石榴
树、柿子树等，每到成熟的季节，这里会
有很多人采摘果实，亲身感受采摘的快
乐。走过林子就到了玫瑰园，玫瑰园到
处都开着五颜六色的玫瑰，蜜蜂和蝴蝶
会在花海中采蜜、跳舞，到处一片生机。

如果你来平顶山了，一定记得来生
态园看看，相信大家会和我一样喜欢
的。 （指导老师：张智捷）

美丽的生态园
胜利街小学 三（4）班 杨文博

星期六下午，天气晴朗，碧空如洗，
万里无云，“小作家大语文”的写作课堂
上在进行吹乒乓球比赛。

老师准备了10个杯子和两个乒乓
球，比赛马上开始了，我和一名女同学
比赛。老师说：“吹乒乓球比赛开始
啦！”我弯着腰，手臂背后面，用力吹着，
结果水溅了一脸，我越用力吹，乒乓球
就越不跳到第二个杯子里，老师说可以
让同学帮忙。同学们告诉我要轻轻地
吹，这样球就可以跳到杯子里了，我非
常感激我的同学们。这时老师说比赛
停止，当时我就感到很吃惊，我一看对
方已经吹到最后一个杯子了。我心里
很难过，不过过了一会儿我就想通了，
这只不过是一场比赛，没什么大不了
的，只要我勤加练习一定能赢。

我喜欢吹乒乓球比赛，这次比赛让
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做什么事情都要掌
握方法，越紧张就越做不好。

（指导老师：张中华）

吹乒乓球比赛
胜利街小学 二（1）班 韩佳颖

水果篮 沁园小学 三（4）班 孔莹 （指导老师：丁爱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