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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赐南阳景，地蕴月季美。
3月 5日这一天，我们“学习雷锋
小分队”开展了“迎盛会，为白河
美容”为主题的学雷锋主题日活
动。

阳春三月，春光明媚，美丽
的白河岸畔，花团锦簇，生机盎
然。我们这些祖国的花朵，高举
少先队旗，排着整齐的队伍，在

“学习雷锋好榜样”嘹亮的歌声
中，走向我们的母亲河――白河
岸边。少先队旗迎风飘扬，一片
片鲜艳的红领巾在白河岸畔游
动，红领巾们争先恐后捡拾垃
圾，给草坪整容，清理树冠上的
塑料袋等。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忙碌，大
家捡了一包烟头、纸屑、落叶，给

一片一片的草坪整了容，给一千
多株观赏植物增了美。小朋友
们将草坪上散落花瓣收集起来，
在宽阔的草地上拼了一些艺术
字“花城、绿城、水城、历史文化
名城——南阳，欢迎你！”

当大家结束劳动奔上河岸，
回头展望的时候，蓝天白云下，几
只白鹭在自由的飞翔，美丽的白
河水平如镜、波光粼粼。草坪吐
出嫩绿新芽，并排林立的垂柳迎
风飘扬，桃花笑意盈盈，柳树好像
是在向我们致谢，好像是在夸赞
我们说：“小朋友们，你们给我们
美了容，让我们更好看了，五洲宾
朋来参加月季大会的时候，肯定
会盛赞我们的美貌，我们该是多
么的光荣和骄傲啊!谢谢你们！”

为白河美容
市第十二小学 三(七)班 陈泓燕

“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
住我家……”，每当我听到这首歌
时，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我的
家。我有一个幸福的四口之家，
有疼爱我的爸爸，温柔善良的妈
妈，爱调皮捣蛋的弟弟和爱学习
的我。在这个温馨的大家庭里，
我们和睦相处，幸福地生活着。

我的爸爸中等身材，有一双
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他是一个图
画设计师，设计出来的广告既美
观又很有创意。我的爸爸非常疼
爱我，不论我要买什么玩具，他一
般都会满足我的要求。只要有时
间，他就会陪我下象棋、打羽毛
球……有时，还会给我讲一些历
史故事，我特别喜欢和他一起运
动。

我的妈妈是一个亲切随和的
人。她很爱笑，更爱帮助别人。
她对我更是付出了太多的爱，生
活上她细心周到，把我照顾得无
微不至。学习上也对我要求严

格，当我遇到不会的难题时，她总
是耐心地给我讲解，她就是这样
一直陪伴着我、持着我，我才有了
前进的动力和勇气。

我的弟弟爱调皮捣蛋，就像
书里的“马小跳”一样，大错不犯，
小错不断。有一次，他把家里的
台灯给打碎了，气得妈妈直骂他，
可他却在一旁做起了鬼脸，真是
让我和妈妈哭笑不得啊！虽然他
很调皮，可我最喜欢的就是他了，
因为他是我最好的玩伴。我们在
一起特别开心！

最后再来说说我吧。我是一
个爱学习的孩子，每天上课都认
真听讲、积极发言，放学回家认真
完成各项作业，只要有时间，我就
会沉浸在书的海洋，大家都称我
为“小书迷”呢！只要功夫深，铁
杵磨成针！为了美好的将来，我
一定会继续加油的。 这就是我
的一家，这里充满了快乐和温暖，
我爱我家。

温馨我家
市第十七小学 三(五)班 甘 泉

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
峰 ，最 长 河 —— 尼 罗 河 ，最 大
洋——太平洋。而我家也有最严
厉、最勒劳、最贪吃之说，想知道
真相吗？请听我一一道来。

我家的“严厉之最”非妈妈莫
属。瞧！星期天我正在写作业，
妈妈神不知鬼不觉站在我身后，
突然大吼道：“孙鹏翔！干啥吃
的？这么简单的送分题都做错
了，心里想啥呢？”我吓了一大跳，
仔细一看，竟把七亿零五万漏写
了一个零，便立马把错题改了过
来。这时妈妈的火气才消了三
分，用震耳欲聋的声音说：“下不
为例。”天啊！这“河东狮吼”之声
把我的耳朵震得生疼。看来“严
厉之最”用在妈妈身上真不假呀！

“勤劳之最”爸爸就夺得桂冠
了。一天晚上，我去卫生间，恰巧
爸爸推门而入。我惊奇地问：“爸
爸，您怎么这么晚才回来？都十
二点多了！”“儿子，今天客人多，
我们加班了！”多勤劳的爸爸呀！
我心想。平日里爸爸起早贪黑，

没 有 休 息 目 ，只 在 春 节 放 七 天
假。而在这七天之中，爸爸还为
我做美味可口的饭菜，辅导我写
作业，骑着摩托车顶着严寒拜访
亲朋好友……爸爸像一个旋转的
陀螺，为我家默默付出着。

“贪吃之最”这个外号当然是
我了。看，饭菜刚一上桌，我立刻

“口水流下三千尺”，左手一个鸡
腿，右手一根火腿肠，眼睛还直勾
勾地盯着红烧肉。妈妈哭笑不得
地说：“慢点吃，没人和你抢！”全
家人不由自主地被我的馋相逗得
哈哈大笑起来。我找零食的本领
也是名不虚传的。妈妈为防止我
多吃，总是把零食藏起来，但这又
怎能逃脱我的法眼呢？我东翻
翻，西摸摸，不一会儿就在衣柜找
到两袋锅巴。哇！收获满满！我
迫不及待地撕开包装，津津有味
地吃了起来，活脱脱一个“贪吃之
最”。这就是“我家之最”。

听完我的介绍，你是不是己
经被我家吸引了？那就快来我家
做客吧！

我家之最
市第十二小学 四(八)班 孙鹏翔

腊 梅 ，常 被 人 们 称 颂 它 为
傲霜怒放的坚强品格。还有一
种花也是在这个万物凋零的季
节开放的那就是茶花。我不知
人们为何在赞美腊梅的同时，忘
却了它。

入冬了，天气渐渐寒冷。我坐
在窗口，可以一眼就望见我们社区
里的小花园。在这个寂静的寒冬
里，百树枯黄，仅剩的几张残叶，在
枝头摇摇欲坠，随时都会离去。草
地上，小草枯了，使得原本遮掩得
严实的泥土也若隐若现了。

望着这一切，我不禁惋惜着:
“小花园往日生机勃勃的景象已经
荡然无存，难道一切都随风飘去了
不成？”就在我叹息之时，眼前不
禁一亮，花坛里有星星点点的红
点。难道……我一阵狂喜，直奔楼

下去看个究竟。啊!多美的茶花啊!
我不禁细细的打量起这小可爱
了。粉色小巧的花瓣围成一团，花
瓣上还带着点晶莹剔透的水珠，中
间立着金黄色的花蕊，整朵花被浓
绿的叶子衬托着显得那么妩媚，那
么可爱。正含羞地朝着我看呢!我
不禁低头去闻它，一股淡雅的清香
沁入我的心脾让人陶醉。望着开
的正盛的茶花，我不禁想，它虽不
是什么奇花异草，但是默默的站立
在寒冷的冬季里，在寒风中微笑
着，点缀着社区，为我们的家长，为
我们这些儿童，带来春意，带来微
笑，它又是多么的不平凡啊!

啊!美丽的茶花，你应与腊梅
齐名，让世人来赞美你，但是，也许
这不是你所喜欢的，你喜欢的是静
静地绽放，默默地微笑……

茶花
市第四小学 四(一)班 杨惠昕

今天天气晴朗，妈妈带着
我和弟弟去花鸟市场，我看见
小鱼在水里快活地游来游去，
我很喜欢它。弟弟也看见了
缸里的乌龟，在缸里爬来爬
去，可爱极了！我和弟弟都吵
着让妈妈买，妈妈拉着我们说:

“你们每天要上学，很忙，没时
间养它们，一不留心，它们会
死的。”我们不听，非要买，妈
妈拗不过我们，只好买了。我
提着鱼，弟弟提着乌龟，别提
有多高兴了。

在回来的路上，我看见路
边有个老奶奶在卖小鸡，五颜
六色的，好漂亮呀！我又嚷着
让妈妈买，这次妈妈没有答

应，她语重心长地说:“你看它
们现在活蹦乱跳的，到你们这
里没几天就会死的，你们不会
养它就等于害它。”我很不情
愿地走了。

回到家里，我们把鱼和乌
龟放到水盆里，每天都给它们
喂食，可没过几天，鱼和乌龟
都死了，我伤心地哭了起来。

我 终 于 明 白:爱 它 不 一
定要占有它，我要是不把它
们买回来，也许他们就不会
死 ，还 会 活 得 好 好 的 ，是 我
太 自 私 了 吗 ？ 它 们 被 当 成
玩物随便买卖，难道它们的
命 运 就 该 如 此 吗 ？ 我 真 的
很难过。

爱不一定要占有
卧龙实验学校 二(七)班 李怡璇

我的爸爸很帅，中等个儿，小
平头，戴着一副眼镜，一双小眼睛
时而温和时而冷漠。

爸爸很懒，不爱收拾，一年也
不拿一回扫把。但是爸爸喜欢给
我们做饭，他做的饭好吃极了。
我和爸爸一样贪吃，所以我们看
起来都胖胖的。 爸爸不抽烟，偶
尔喜欢喝点小酒。他特别喜欢打
游戏，下班回到家，往床上一躺就
打“王者荣耀”，打得很起劲儿，我
叫他他也不理，叫急了，就训我一
顿，我就很委屈地走开了。事后
他又跟没事似的叫我。

爸爸对我们很严厉，有一次
我犯了很严重的错误，爸爸就把
我单独拉到房间，狠狠地“教育”
了 一 番 ，还 让 我 保 证 以 后 不 再

犯。爸爸严肃时，我很怕他，他眉
头一皱，眼睛一瞪，就能把我吓
哭。

虽然爸爸脾气不好，经常训
我们，但是他也很爱我们，他最疼
我了，我很爱跟爸爸说话。现在
爸爸在外地，每次开视频，我都要
跟爸爸聊好久还舍不得挂掉。他
嘱咐我在家听妈妈的话，照顾好
弟弟。我考试考得好了，他都会
发红包回来，叫妈妈给我买好吃
的。我想要的东西，他都会买了
邮回来。

我很想对爸爸说:“爸爸，我很
想 你 ，希 望 你 能 早 点 回 来 陪 我
玩。爸爸，我爱你，记得照顾好自
己，我会听话，请你放心，我在家
等你回来。”

爸爸
卧龙实验学校 二(七)班 李怡璇

周末，妈妈带我去寻找春天。
走到山门前，首先看到的是

头顶上一排排五颜六色的小风
车，它们像精灵一样在风中转
动，好看极了！在我的左边有许
许多多的梅花树，它们开着不同
颜色的花，有粉扑扑的如霞、白
花花的像雪、黄澄澄的如金、真
是绚丽多彩。向右边望去一片片
绿茵茵的麦田，随风起伏摆荡，

像绿色的海洋。咦，那绿色的海
洋怎么变成黄色的了？原来是一
片片金灿灿的油菜花，这绿色和
黄色的无缝衔接，壮观极了！无
意间低头看到脚下刚出土的嫩绿
草芽，一下触动我的心弦，这一
切都是春的气息、生命的律动，
正如古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
又生。”

我爱这生机勃勃的春天。

寻找春天
油田二中 二(二)班 高琳君

假如我是妈妈，我会有很多
的事要做。比如做饭做家务，辅
导孩子做作业……假如我是妈
妈，我会随时监督我的孩子做功
课的时候一定要做到“眼离书本
一尺远，手离笔尖一寸远，胸离
桌子一拳远”的正确姿势来做好
功课。

假如我是妈妈，我会每天把饭
菜做得有滋有味，让每天上完学疲
劳的孩子回家立即尝到我的饭菜
后疲劳顿消。我要让我的孩子多
吃蔬菜，对身体有好处，我也会把
一些他不爱吃的食物千方百计地
做成不同味道的营养食品。

假如我是妈妈，我会和孩子
一起去大自然实践。例如，如果

他有作文要写，而且是有关大自
然的，我一定会将手中的工作放
下，和孩子一起去大自然里亲自
实践，然后他拍照，我记笔记，回
到家，再把资料整理一下，写成
一篇优秀的作文。

假如我是妈妈，我绝对不会让
孩子在星期天不去玩，而是在家里
埋头写如山一样的课外作业。我
一定让孩子劳逸结合，写完自己的
所有功课后，再去玩，只要不是危
险的地方，我同意他与小伙伴们一
起快乐地玩耍。

我好想好想成为这样的一位
妈妈，现在的妈妈一点都不会体谅
孩子的感受，所以我要成为这样的
一位好妈妈。

假如我是妈妈
市第七小学 五(四)班 柳奕仰

“青春换得江山壮,碧血
染将天地红。”这是曾经众多
英雄们的壮举,这是曾经众
多英雄们的信念。

英雄并非战争年代才会
出现，就在现在这个和平年
代里也有这样的人。让我印
象深刻的就是那一位,虽然
我并不知道他的名字。

他是一名普通空军飞行
员,可是他的壮举却深深地
打动了我。在很多年前,这
位英勇的飞行员战士，为了

守卫祖国的领空,与敌机
展 开 了 顽 强 地 较 量 。
他出色的完成了任务,

捍卫了祖国的尊严
和领空,却永远不

能返航,英勇的
牺牲了。后来

当我看到过这些报道,心情
久久不能平静。因为这种精
神,带给我很大的触动。在
他生死抉择的那瞬间,他选
择了守卫祖国的尊严和利
益,抱着与敌人同归于尽的
信念。

那一年，他才三十三岁,
一个婴儿的父亲,那是人生
的黄金年华“,正是应该好好
享受生活,和家人孩子幸福
生活,可是他却舍小家为大
家,背井离乡,为祖国的边防
去效力,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去守护祖国的海疆。

望着自由飞翔的鸟儿,
我更加懂得了自由幸福生活
的含义。生活在继续,明天
会更美好！我心中的英雄,
请你永远安息。

英雄
市第十五小学 六(六)班 陈明欣

今天我真高兴。
3月 10日上午，我们小记者

走进了南阳规划展示馆，来了解
南阳的前世今生。南阳规划馆
好高好大呀！它上下共有四层，
占地 1万平方米。主要通过图
片、文字、互动投影、城市模型等
来介绍。

我们一边观看，一边听讲解员
生动、详细的介绍，从不同角度对
自己生活的城市有了更多的了解：

南阳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文化重
要发祥地之一；南阳名胜古迹众
多，内乡县衙、恐龙蛋、汉化像石独
一无二；南阳英才辈出，古有“四
圣”，今有冯友兰、彭雪枫、二月河
等。

南阳发展变化巨大，当我们听
到郑万高铁今年就要通车时，大家
都欢呼起来，心里充满了骄傲和自
豪。 今儿个的收获可真不小，我
们可真高兴！

家乡
市第二十三小学 三(二)班 汪宸宇

周六我参加了小记者“野外
五公里拉练”的活动。在教官的
带领下开始了“野外五公里拉练”
之旅。教官把我们分为两大队，
我们的教官是“暖风”教官。我们
做好准备向东出发了。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
柳树发出了嫩绿的叶，花儿开满
了枝头，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
到了一个前有草丛，后有树木的
地方，教官对我们说：“停，刚接到
新任务，我们要找到一条跟我胳
膊上的这个丝带一样颜色的丝
带。”说着还指了指胳膊挂着丝带
的地方，“我们就在这个地方，”他
用手圈出了一个范围。

于是我们四个小组就比了起
来，我们第三组，在比试后，我们
非常“荣幸”当了最后一名，所以
由另外三组寻找。看着他们绞尽
脑汁地努力寻找，我盘腿坐了下
来，思考丝带可能藏在哪里，在树
上或草丛里的可能性很大，至于
后边吗？那光秃秃的草坪和孤零
零的几棵树一看就不可能了，结
果第一轮三个组都没找到，教官

又开启了第二轮比赛，还把时间
从 20秒增加到 40秒。第二轮的
比赛开始了，结果是第四组获得
了胜利。第四组全是女生，经过
第一轮的教训，她们都聚集在草
丛旁开始了“地毯式”搜寻。时间
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在最后宝贵
的 10秒中，她们终于找到了那条
丝带。至于在哪找到的，哼哼，当
然是在树上找到的。听到这个消
息，我的内心迅速膨胀，感叹这几
年《柯南》真没白看！

后来我们又向前走了一段
路，教练教我们在野外如何辨认
方向：白天有太阳时可以根据太
阳辨方向，太阳从东边升起从西
边落下;没有太阳时看大树，大树
朝南的一半较密而朝北的一半较
疏；夜晚看北斗七星的勺柄......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两个多
小时过去了，我们也返回到了体
育中心，通过这次“野外五公里
拉练”我明白了团结就是力量，
坚持就是胜利，知识增强能力，
教了我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令
我受益匪浅。

春天，你好
市第十七小学 五(六)班 庄美晨

我是从云层上掉落的一颗
小雨点。大海把我孕育，春天把
我降生，白云把我抚养，月亮催
我入眠。

我坠落在了一片森林，树木
滋润着我，我长成了又粗又壮的
大树。听说，人们为了一桶水就
你争我抢互不相让，无数的小溪
小河干涸了，露出了河床，于是
我就掉落在了小溪，我汇聚成了
汹涌的奔流，冲向小溪和小河，
流进大江这样小河不干了，人们
幸福了，又能安居乐业了。

我一路结识了很多小伙伴，
他们告诉我，为了缓解缺水的情
况，他们曾四处奔波。中途，不
知有多少亲朋好友被太阳活活
晒死。

听完他们的诉说，我与其它
伙伴纵身一跳，开始了最后的旅
程，谁能想到，因为风的原因，我
坠入了大海，大海带给了太阳，
太阳把我带上了天空，在天上我
看见人们笑了，树木强壮了，小
溪和小河又出现了，田里的麦苗
又长得金灿灿，沉甸甸的了。

小雨滴
市第三小学 四(五)班 林锦添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
趁东风放纸鸢。”我一放学
看见妈妈手里的风筝，高兴
地和妈妈冲向解放广场，边
走边喊:“我要放风筝喽！我
要放风筝喽！”

解放广场上空的风筝
真多呀，有张牙舞爪的大章
鱼，还有拖着长尾巴的眼镜
蛇，有外形逼真的蝴蝶、老
鹰……，我抖开我的风筝，
漂亮的冰雪奇缘仙女图，后
面飘着长长的红、绿丝带，
我真喜欢！妈妈拿着风筝，

我拿着风筝线迎着风跑，风
筝乘风飞起来了，它越飞越
高，我手中的线越放越长，
最后风筝停在高空，美丽的
仙女对着我笑，长长的丝带
在向我摆手，我高兴地跳
呀、跑呀、喊呀:“我成功了！
我成功了！”

天黑了，妈妈拉着依依
不舍的我离开了解放广场，
我爱风筝，更爱放风筝！因
为它承载着我的梦想，伴着
我的成长，飞向未来更广阔
的天空！

风筝
市第十七小学 一(三)班 刘清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