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多事情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被遗

忘，然而那个深褐色的本子，那次与老

师的谈话，却永远记在我的心里。

夏季，是栀子花开放的时期，洁白

无瑕的花朵，宛如仙子般撩拨着我的

思绪，一缕缕芳香随风飘散，令人倍感

清新。进入小学高段，不知从几时起，

我对写作有了兴趣。闲暇时，我会经

常拿一个本子，在上面写上几段话。

慢慢地，开始挑战写一些小文章，再后

来尝试写一些小说。那时，每写几章，

我都会自信地拿给同学们传阅，他们

夸赞我写得不错，让我继续更新。久

而久之，我成了班上的写作达人，让我

颇有几分沾沾自喜。

那天下午，像往常一样，我把新

写的小说拿给同学们传阅，有同学向

我投来了羡慕的眼光。第二节课间，

我去语文老师办公室帮忙拿些书本，

回到教室时，上课铃响了，我迅速回

到座位上听老师讲课。忽然，“啪”

的一声惊醒了全班，在书海里遨游的

我们抬头一看，老师用书敲打了一下

我斜前方同学的脑袋。我想：“这家

伙又犯了什么错误？”我低下头继续

用笔勾画词语，只听老师大声说：

“看什么呢？这节课你走神好一会儿

了，把东西拿上来。”我猛地一抬

头，似乎意识到什么。只见他慢吞吞

地从桌底下拿出一本褐色的本子，并

低眼看了看我。周围同学也都七嘴八

舌地议论着，甚至还有几位同学向我

投来同情的目光。瞬间，我感觉脸火

辣辣的，预料到老师翻到我的名字，

一时握住了笔，不知该是伤心还是生

气。

下课了，我和那个同学双双走入

老师的办公室。老师坐在椅子上翻看

着我的本子，那一刻，我的心提到了

嗓子眼。老师示意另一个同学先出

去，我走到老师跟前，只见她盯着我

的本子，一会儿笑，一会儿皱眉。我

连忙支支吾吾地说道：“老师，这都是

我课……课后的创作……”老师温柔

地打断我：“这个本子我暂时没收，现

在你们的头等大事是小升初，等你考

上理想的中学后，本子自然还给你。

你写的东西让我极感兴趣，有空时，

我再赏阅，文笔不错，继续努力哟。”

淡淡的几句话，没有责备和呵斥，让

我始料不及。

尽管昨日无法再现，但师生间的

情感并没有淡化。我会记得老师的叮

嘱，也感激老师的宽容，让我延续自己

的创作热情。

有你，我的梦想不是梦。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初2019级32班 张洋鸣

指导教师 文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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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妈妈眼中的“小馋猫”。记得

一个星期天，妈妈一大早就拎着大袋

子从市场上回来，笑着对我说：“女儿，

妈妈中午加班回不来，但小龙虾我己

经买好了，晚上一到家就烧给你吃！”

“哦！妈妈万岁！”她知道我最爱

吃小龙虾了。到了中午，我便忍不住

了，嬉皮笑脸地跟在爸爸身后，一个劲

儿地献殷勤。爸爸似乎也猜到了我的

“阴谋”，瞥了我一眼说：“有什么事就

直说吧！”我只好老实交代：“我想吃小

龙虾！”“可我做得没你妈拿手。”“我不

管，我不管，只要能早点吃就行！”我舔

舔嘴唇叫道。

爸爸拗不过我，只好给我做了小

龙虾。等傍晚妈妈下班回来时，活蹦

乱跳的小龙虾早已变成一堆虾壳啦！

她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刮刮我的鼻子

说：“小馋猫！”

我是爸爸眼中的“小懒猫”。每天

早上，爸爸喊我起床时，我都赖着不

动，连眼睛也不想睁，非得等到爸爸把

小闹钟举到我的耳边，火急火燎地嚷

嚷“要迟到了”，我才万般无奈地爬出

被窝。

我多么希望有一个“睡觉节”呀，

那样我就能好好地睡上一整天了。我

充满自信地对爸爸说：“爸爸，如果有

睡觉比赛，我肯定拿第一！”爸爸冲我

呵呵一笑，指着我的脑门送我三个字：

“小懒猫！”

我是爷爷奶奶眼中的“小夜猫”。

你别看我有时候很懒，可学习从不耽

搁，哪怕晚上熬夜。尤其到了复习阶

段，每天放学回家，我都会先拿出书来

认真复习。除了老师布置的作业之

外，我还会“自我加压”，订下当天的计

划，并且严格执行“今日事今日毕”的

原则。

有一次，我的数学题做错了 3
道，按我自己的规定要罚做30道，再

加上原先计划要做的一张试卷，这下

任务可重了！爷爷奶奶看见我挑灯夜

战的身影，心疼地拍着我的肩膀说：

“孙女呀，不早了，明天在做吧。”我

甩甩头回答：“我不困，精神好着

呢！”爷爷奶奶异口同声地说：“你真

是个‘小夜猫’！”

哈哈哈！我是“猫”，是妈妈、爸

爸、爷爷、奶奶眼中的“小馋猫”、“小懒

猫”、“小夜猫”，这就是我——赵心媛！

巴中市巴州区第三小学
五（5）班 赵心媛
指导教师 徐怀秀

作者用诙谐幽默的语言向读者介绍了自己“馋”、“懒”、“熬夜”三个特点，层次清楚，语言流畅，一个俏皮可爱、个
性鲜明的女孩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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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

诗可能大家都会念，但是大家能

否做到像这样节约粮食呢？

星期一的升旗仪式，吴大队

长在广播里说：“同学们，老师们，

我们来估算一下，如果一个人每

天浪费十几粒米饭，那么一个班，

大约就是九百多粒大米；全校 53
个班级每天大约浪费一千克大

米，一个月大约是22千克，一学期

就是 110 千克左右，相当于 1100
人饭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那

不是一个巨大的数目？很多非洲

的孩子连饭都吃不饱，白菜、胡萝

卜对他们来说都是美食。节约粮

食，从我做起，势在必行，每个人

都要做到光盘行动。”

听完这一番话，班上瞬间热

闹起来，在全班同学的推荐下，

“光盘行动小组”正式上岗了。

很快，午餐时间到来。长得

身强体壮的孩子望着饭菜，眼里

带着光芒；身材瘦小的孩子看着

饭盒，满面愁容，唉声叹气，估计

是在为饭菜必须吃完而感到害

怕。哇！有胡萝卜，有土豆肉丝，

还有我最喜欢吃的豌豆，我大口

大口地吃着，不一会儿，一盒饭菜

便见底了。“我吃完了！”“我吃完

了！”教室里响起此起彼伏的叫

声。

“光盘行动小组”看着干净的

饭盒，满意地笑了。接过饭盒，用

手掂掂，咦！这个饭盒怎么比别

的空饭盒重？打开饭盒，抠出保

温盒，下面的塑料盒里竟然藏着

没有吃完的饭菜。“罗鑫，请你把

饭菜吃完，你难道不知道粮食的

可贵，不知道节俭吗？”小罗同学

只好灰溜溜地端着饭盒埋头苦干

了，下次再也不敢耍小聪明了。

半个小时过去了，班上的小

胡同学趁回收饭盒的工作人员不

注意，把饭盒塞进了回收箱。“小

胡同学，请你把饭菜吃完，不要想

蒙骗过关。”火眼金睛的行动组长

严肃道。小胡同学的又一“妙招”

失败了，唉，怎样才能不让“行动

小组”发现呢？

“行动小组”斗智斗勇，一次

次大战那些挑食的对手，让他们

望而生畏，每一次胜利，都引得同

学们哈哈大笑。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

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同学们，

学会珍惜，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宣汉县育才石岭小学 胡伽函

指导教师 罗艳

夜幕降临，同学们纷纷回

家了，就连老师也休息了，但在

教室里的东西却活了。植物活

了，粉笔活了，黑板擦活了……

这真是个奇妙的世界。

粉笔说：“我是最重要的，

老师每天上课都要用我写漂亮

的文字和数字，画美丽的图

案！”

黑板擦说：“老师每节课都

要用我擦黑板，没有我，黑板就

不能反复使用，所以我才是最

重要的！”

课桌和椅子说：“我们在同

学们心目中是最重要的，他们每

天都要用我们看书、写字、做作

业，因此，我们才是最重要的！”

“我才是，我才是，我才是，

我才是……”大家争得不可开

交。“大半夜的，是谁在吵闹

呀？”突然一个声音引起了他们

的注意。哦，原来是字典公

公！于是，他们都向字典公公

问道：“字典公公，您怎么在这

儿？您来评评理，看我们到底

谁最重要。”字典公公捋了捋白

白的胡须，语重心长地说：“我

是来劝说你们的。你们啊，谁

都不能少，如果少一个，老师和

同学们就上不好课，学不好知

识了！所以啊，你们应该团结

合作，互相帮助，这样才能实现

自己的价值，才能体现自己的

重要性！”

大家听了字典公公的劝

告，不再争论到底谁最重要的

问题，而是静静地思考如何通

过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为

老师和同学们提供更好的学习

环境，教室里再次恢复了宁静。

广安市广安区富源小学
三（3）班 黄汐瑶
指导教师 唐荣梅

“光盘行动”
侧记

作者通过班级中的
两件小事，生动地再现了
“光盘行动小组”在习近
平总书记提倡的光盘行
动中尽职尽责，培养了孩
子们的节约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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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大动

力。纵观华夏长河：四大发明，独占鳌

头；天文历法，世界领先；神农本草，中

医瑰宝；桥梁运河，智慧结晶；丝绸之

路，经济贸易；火箭飞船，遨游天际

……古往今来，人类在科技的道路上

一直孜孜不倦地探索。

今天，翻开这本《万物简史》，让我

们跟着科学家的脚步，开始探索之路

吧！你会进入到一个新奇的世界，了

解大千世界的无穷奥妙，掌握万事万

物的发展脉络，珍惜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的机会。

《万物简史》的作者是美国作家比

尔·布莱森。作者通过探访各个科学

领域的专家，完成了这部关于万事万

物的简史。书中介绍了宇宙大爆炸到

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所发生的许多知

识。这些科学知识，看起来离我很远，

但是又近在迟尺。

例如，关于宇宙的天文单位、天体

之间的距离等，对于我来说比较遥远，

只能想象。书中还讲到了放射性元

素，比如居里夫人研究的镭元素。镭

是生产铀时的副产物，但是镭有剧毒，

它能取代人体的钙并在骨骼中浓集。

急性镭中毒时，会损伤骨髓，破坏造血

组织；慢性镭中毒可引起骨瘤和白血

病。但是镭及其产物发射线，又能破

坏人体内的恶性组织，因此，镭针可治

癌症。书中大量的科学知识，让我如

痴如醉。

《万物简史》用科学家的故事引领

我去探索宇宙的形成、地球的产生、人

类的发展进程，拓展了我的视野。书

中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科学家，有

达尔文、爱因斯坦、牛顿等科学巨匠和

他们的科学故事。这许许多多的故事

给我的不只是知识，而是他们每个人

心中对真理的探索之心。他们研究的

成果使我感受到宇宙、地球、生命和人

类的种种伟大和神奇，让我对人类永

不止步的探索精神充满敬意。

《万物简史》还唤起了我对生命的

崇敬之情。生命在长达四十多亿年的

时间里，虽然历经无数艰难险阻和灭

顶之灾，但是却能繁衍生息代代相传，

使我从心底升起敬畏和崇敬之情。

掩卷深思，我明白了万事万物存

在的真谛，理解了真正的科学精神。

我知道了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用一

双发现的眼睛去追寻真相，一颗探索

的心去寻求真理，不断探索，让我们的

世界更精彩！

资阳市雁江区第八小学
六年级示范班 陈奕含

探索，让世界更美好
——《万物简史》读后感

作者抓住书中的感人之
处，引出自己的阅读感受，抒
发读后的心灵感悟，从书中
获得认知、追寻真理，主题深
刻，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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吵闹的吵闹的
教室教室

作者借助拟人修
辞手法，将教室里的
物品形象生动地展现
在读者面前，同时讲
述了“团结合作、互相
帮助”的道理，可谓是
以小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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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你有你，，我的梦想不是梦我的梦想不是梦

作者选取了和老师之间
发生的一件小事来回忆师生
之情，详略得当，人物心理、
语言、动作描写细致，一位宽
容的好老师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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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学会了骑自行车我学会了骑自行车

我是我是““猫猫””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每当

我看到大哥哥大姐姐们骑自行车的时

候，就会想，如果我有一辆属于自己的

自行车，并能自由骑行，那该多好啊！

寒假的一天，妈妈买了一辆新的

小自行车，这辆车的车身是白色的，漂

亮极了！我乐得半夜都睡不着觉，只

盼着天亮让爸爸教我骑自行车。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拉着爸爸来

到公园，让他教我骑自行车。爸爸先

给我讲了骑自行车的要领，示范给我

看，并反复对我说：“学骑自行车，眼睛

要往远处看，双手紧紧握住车把。”我

一边点头，一边紧张地上车。我两只

脚踩踏板上，爸爸扶着车尾。

开始前进了，可是我的手脚不协

调，一上车就手忙脚乱，眼看车就要冲

向大树，吓得我直喊“救命”。爸爸一

把拉住自行车，真是好险。我坐在地

上，打算放弃了，心想：骑自行车是我

一直的愿望，怎么能轻易放弃呢？想

到这，我又壮起胆坐上去，继续练习。

又练了很久，还是很不熟练，老是

摔跤，我正想放弃时，爸爸鼓励我：“俗

话说‘有志者事竟成’，来，加油！闯过

最后一关，你就胜利了！”

在老爸的耐心指导下，后来虽然

还是失败了几次，但我最终学会了骑

自行车。当我骑着车在公园里转圈

的时候，心里美滋滋的，比吃了蜜糖

还要甜。

经过这次学骑自行车，我懂得了，

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可能一帆风顺，

只要不怕失败，不怕困难，敢于挑战，

就一定会取得成功！

宜宾市翠屏区西郊中心小学
四（2）班 陈芊芊
指导教师 卢纯军

从学骑自行车的手忙脚
乱，到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学
会，过程虽然艰辛，但令作者
明白了只要敢于挑战失败，
就能成功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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