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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老师，教过我的老师有很
多，但要是说起最亲爱的老师，必须
是我现任的班主任——杜老师。

我是二年级转到这所学校的，
也是二年级第一次见到杜老师，刚
开始见到她第一眼的时候，还清楚
记得她戴着一顶黄色的遮阳帽，身
穿一件白色长裙，那时我觉得杜老
师好漂亮，好优雅！

我第一次上她的课，她讲了许
多班级里的制度，她很少笑，因为她
是一个很严格的老师。后来我当上
了班长，每次杜老师叫我，我都心惊
肉跳，害怕因为我做错事，她批评
我。

每次上课，杜老师都会声色并
茂的为我们讲课，一点也不枯噪。

因为杜老师身上有一种吸引
力，莫名的吸引力，她的课总能让人
专心致志、聚精会神，让人忍不住举
手回答问题。

还记得那次因写作业而离家出
走，杜老师把我拉进了办公室，让我
反思了一节课。杜老师温柔地跟我
交流，刚开始我的心惶恐不安，后来
我认为杜老师有时候也很亲切。

一晃三年过去了，杜老师像阳
光一样温暖着我，杜老师每天都很
有精神。其实我和我们班的所有同
学都知道杜老师很辛苦，也很疲惫。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
干。”多么熟悉的诗呀，多么辛苦的
人呀。让我说一声：“老师，您辛苦
了！”

老师，您辛苦了
市中区东湖小学四（1）班 小记者 刘淑瑶 辅导老师 杜蓓

从小到大我们都会接
触很多的老师，有语文老
师、数学老师、英语老师、科
学老师、体育老师等众多老
师。其中我最喜欢的也是我
最爱的还是我们班主任杜
老师。

其实，杜老师是我又爱
又怕的一位老师，她教学严
谨又认真、思维敏捷、美丽
大方、不苟言笑。她那金边
眼镜下有着一双明亮的大
眼睛，脑袋后边总是梳着一
个马尾辫儿，显得很干练，
走起路来风风火火，总是很
忙碌的样子。怎么个又爱又
怕呢？是不是很矛盾呢？事
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一

次，我的家庭作业没记全，
所以就没写完，放学的时候
杜老师就把我留了下来，让
我去她的办公室补作业，当
然还要被罚抄课文，我在这
边写，杜老师就在旁边备
课，天渐渐暗了下来，已经
19点了，我还是没有写完。
杜老师没有丢下我一个人
在这里写，其实我知道她家
里还有一个跟我差不多的
哥哥，也上小学也需要照
顾，可是她为了我还在这里
加班，我十分愧疚。这时妈
妈匆匆赶来了，给老师保证
在家里监督我完成作业，老
师又把我最近在校表现情
况，给我妈妈认真的沟通了

一遍，于是就让妈妈带我回
家了，在路上妈妈一个劲的
夸杜老师，说我很幸运遇到
一位认真负责的好老师。是
的，我知道杜老师是一个认
真负责的好老师，我也知道
我的一些行为习惯还不够
好，每当我学习坚持不下去
了，开始放纵自己了，她都
会及时给我提醒，避免了一
些大错误的发生。她不光对
我负责，她对我们班所有同
学都同样负责。

我爱杜老师对我们的
无私奉献。在这里我想对杜
老师说：杜老师我爱您！遇
到您真好！

最爱的老师最爱的老师
市中区东湖小学四市中区东湖小学四（（11））班班 小记者小记者 燕政旭燕政旭 辅导老师辅导老师 杜蓓杜蓓

“长脖子、短尾巴，外加四条小粗
腿，背着一个大绿锅。”哈哈，我念完
这段顺口溜，你猜出来它是什么了
吗？啊，猜对了！它就是我养的小乌龟
——“石头”。

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叫“石头”吗？
让我来告诉你吧！因为以前我养了三
只乌龟，两只小乌龟总是趴在“石头”
的背上，“石头”经常仰着头一动也不
动，像一块大石头。

“石头”不怕人，有一次，我叫朋
友们来看它，它不仅不缩进壳里，还
用一双圆溜溜的眼睛盯着我的朋友
们，多像一个见过世面的孩子啊！

“石头”的脸上有两个红色的“月

牙”，它的学名叫红耳龟。它背上的壳
坚硬无比，初次见面时我用手敲了
敲，随后我就后悔了。因为“石头”没
有任何反应，反倒是我的手被敲得又
红又痛。

“石头”也是一个特别挑食的孩
子。自从我把它带回来的第二天，它
就对乌龟食不感兴趣了，只吃我给它
捕的小河虾和螺狮。为此，我每周都
去小河边给它抓食，只为它能好好吃
饭。我多像一个精心喂养孩子的“母
亲”啊！

这就是我的乌龟——“石头”，你
喜欢它吗？

小乌龟小乌龟““石头石头””
市中区红旗小学三市中区红旗小学三（（88））班班 小记者小记者 王子悦王子悦 辅导老师辅导老师 孟凡华孟凡华

今天，我十分高兴，因
为要和许多小记者一起去
尼山游玩。我早早起床，爸
爸把我和我的好朋友送到
会展中心，和其他的小记者
会合，然后我们坐上开往尼
山的大巴车，开始了美妙的
一天。

到达尼山圣境景区，我
一下子就被眼前的景色迷
住了。花朵有红的、黄的、紫
的……五颜六色，美丽无

比。柳树更是美丽，一枝枝
柳条随风飘扬，好像一个美
丽的姑娘正在梳头发。河水
很蓝很蓝，蓝得透明清澈。
接着，我们来到了孔子庙，
换上了红得耀眼的汉服，倾
听孔子的故事，还举行了盛
大的拜师仪式。

午餐后，我们来到尼
山，看到孔子的雕像巍峨矗
立着。导游给我们讲了汉唐
等朝代关于儒学的故事，我

听得很认真，记住了很多知
识。我们还体验了写毛笔
字，这是我第一次写毛笔
字，我写得很丑，但是我还
是很开心，写毛笔字是一件
很好玩的事情。

研学结束，我们坐上大
巴车回家。这真是一个快乐
的周六，我爱上了尼山，下
次还想再来研学。

尼山尼山
薛城区龙潭实验学校二薛城区龙潭实验学校二（（88））班班 小记者小记者 王韵卿王韵卿 辅导老师辅导老师 徐晓红徐晓红

今天是我期盼已久的日子，清
晨 5点 20分我们如约来到人民公园
集合，等待泉城欧乐堡一天的快乐
旅程，一路上我和好朋友郭福凯都
兴致勃勃，九点半终于到达了目的
地，一下车我们就欢呼雀跃起来，真
想立马冲到城堡里去。

城堡里面的游乐设施特别多，
我们依次体验了峡谷漂流、4D动物
危机、跳楼机等，但最让我兴奋的还
是玩过山车。

这部过山车叫“蓝火之战”，是
一部发射式过山车，由德国马克游
乐设备公司制造。这部过山车高 60
多米，算起来得有二十层楼这么高，
最高时速可达100Km/h。这个项目因
为刺激所以很多人在排队，我们等
了接近两个小时。在等待的过程中，
随时能听见人们刺耳的尖叫声。

终于轮到我们了，刚坐到过山
车上，我心里充满了激动，这可是我
第一次坐过山车。扭头看看郭福凯
他正嘟噜着什么，这时工作人员仔
细的逐一给弄好安全装备，一切准
备就绪，过山车缓缓地启动了，同时
我做了个深呼吸，以缓解紧张情绪，
也就是在这两三秒的功夫，过了卷
帘门，车子突然像离弦的箭一样冲
了出去，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

眼，随即发出刺耳的尖叫，过山车转
了 360度的圈后，急速冲向最高顶，
然后又直冲下来，我往下看了看，发
现一圈圈的轨道和模糊不清的人
群，我的心感到从未有过的惊恐和
刺激，双手不由自主地抓住保险杠，
整个身体也失去了控制，感觉都倒
立过来了，过山车仍在不停的翻滚、
左右侧翻，只听一车的人都在惊恐
地尖叫，我也有点发怵，立刻把眼睛
紧紧地闭上，这时大脑一片空白，耳
边只听到呼呼的风声，
脖子都被压得抬
不起来，大约过
了一分钟，过
山车突然速度
慢了下来，只
听有人喊“下
车了”，我这才
睁开眼，长吁
一口气，看
见人们纷
纷解开安
全带。

这真
是 惊 险
刺激的一
分钟。

第一次坐过山车第一次坐过山车
市中区鑫昌路小学五市中区鑫昌路小学五（（1111））班班 小记者小记者 刘怡君刘怡君 辅导老师辅导老师 王鹏王鹏

我
最喜爱
的 老 师
是 班 主
任，姓名：
杜蓓，我一
般叫她杜老
师。杜老师
穿衣服风格
很大方，依
我说，那就是
女神范。杜老

师性格干练，无论做什么事
都坚决果断。

杜老师不但有严肃的
一面，也有温柔的时候。四
年级下学期刚开学不久，我
经过自己的努力竞选上了

班委，当时我的票数第一，
觉得是一件光荣的事。于
是，杜老师让我当了班委组
长。干了一段时间之后，还
是很累的：每天要监督班里
的每一件事，每周五要开班
委会……由于事情太多，我
忘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让妈妈帮我打印班级制度
加减积分表。在周二上班会
课的时候，杜老师问我要这
张表，我却没有完成。杜老
师严肃的批评了我，我惭愧
极了，给杜老师说周四交，
她没有说话。下午，我赶紧
跑回家，把这件事告诉了妈
妈。周四，我按时交上了表
格。从这件事我知道了：做
事不能拖拉，一定要有始有
终。有时候，杜老师会批评
一些写字不认真的同学，但
是我知道，她是为了我们
好。

放寒假前，也就是期末
考试后的第三天，杜老师邀
请我去她的办公室帮忙，前
一天我接到消息的时候，就

开始好奇：杜老师会让我做
什么呢？杜老师会不会问我
什么问题？我需要带些什
么？总之，我心中有好多疑
问。终于到了第二天，原来
杜老师是让我帮她填写报
告书和同学们的奖状呀！杜
老师帮我搬来椅子和准备
好的圆珠笔，我赶紧忙了起
来。过了一会儿，杜老师温
柔地说：“办公室冷，千万别
脱掉外套，容易感冒。”杜老
师说完以后，我心里温暖极
了。在写奖状的时候，杜老
师还给旁边老师说：“王妮
写的比我强多了。”我得到
了老师的表扬和认可感觉
开心极了。最后，杜老师送
给我一本阅读题和两个本
子，我感动极了，因为杜老
师很了解我的阅读能力不
好，所以送给我一本阅读
题。

我很喜欢杜老师，喜欢
和她一起学习；喜欢听她讲
课。最后，我想对杜老师说：

“老师，您辛苦了！”

我最喜爱的老师我最喜爱的老师

市中区东湖小学四市中区东湖小学四（（11））班班 小记者小记者 王妮王妮 辅导老师辅导老师 杜蓓杜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