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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日 阅 读

学习新思想 争做接班人

今天，妈妈买回来一袋鸡

蛋，我忽然想起一本课外书上说

“把鸡蛋泡在白醋里，鸡蛋就会变

软。”我想：为什么不亲自动手试

一下呢？

说干就干，为了方便观察鸡

蛋，我找来一个透明的瓶子，放了

一个鸡蛋进去。接着，我把白醋倒

到瓶子里，没过鸡蛋的顶端。妈妈

一再咛嘱我要把瓶子密封好。

“哗…哗…哗”我刚把盖子盖

好，就有好多小泡泡立马聚在了鸡

蛋的表面，把鸡蛋裹了起来。还有

许多泡泡不停地上升，你追我赶，

像一个个勇争冠军的运动健儿直

奔终点，热闹极了。可鸡蛋却沉在

瓶子底下，好像睡着了一样，外面

的一切都打扰不了它似的。

到了晚上，我又去看了看我的

鸡蛋。它和之前的样子大不相同

了，之前棕色的皮已经褪去了一

点，让我看见了里面白色的壳，而

泡泡呢？却仿佛不知疲倦，还是不

断住上冒。

第二天一大早，我来不及洗漱

就迫不及待地跑到鸡蛋面前，想看

看它有没有发生新的变化。哇！

鸡蛋的壳变得白白嫩嫩的，一点杂

质都没有，而且它的表面还聚满了

小泡泡，可是今天的泡泡却非常安

静，它们乖乖趴在鸡蛋表面，一点

上升的迹象也没有，仿佛昨天累了

一般。我又仔细看了看，鸡蛋好像

变得比之前大了些。

下午的时候，妈妈对我说：“你

可以打开瓶盖，动手摸摸鸡蛋。”于

是，我小心翼翼地把鸡蛋捞了起

来，鸡蛋马上散发出一股浓浓的醋

味。哇！神奇的事情发生了，鸡蛋

真的变软了。我想看看它到底有

多软，于是用手轻轻捏了捏鸡蛋，

弹弹的。然后，我又稍微用力捏了

捏鸡蛋。没想到“啪！”的一声，鸡

蛋居然被我捏破了。

这是为什么呢？我可不是大

力士呀！妈妈告诉我说：“因为醋

是酸性，而鸡蛋里有碳酸钙，酸和

钙碰到一起后,会发生化学反应，

所以鸡蛋壳就变软了。”唉，如果不

是我不小心，再让鸡蛋泡一天，说

不定它还能变得更软呢。

大自然的力量真是太神奇

了，需要我们用知识来解锁它。

在知识的海洋里，我觉得自己太

渺小了。看来，我还需要好好学

习，才能解锁更多大自然的奥秘

呀！

广汉市宏华外国语学校

四（4）班 刘静萱

指导教师 旷维秀

它，没有可乐的酷爽；它，没有酸

奶的香甜；它，也没有咖啡的浓郁，它

就是茶——爸爸的最爱。

晚饭后，一家人习惯性地聚在一

起边看电视边喝茶，我自告奋勇包揽

沏茶的重任。

我小心翼翼打开茶叶盒，把茶叶

一股脑儿全倒进玻璃杯中。这小东西

其貌不扬，皱皱的、黑黑的，一不小心

就会捏碎，简直像个自尊心很强又脏

兮兮的乞丐。我很好奇：“这玩意儿到

底是凭什么名扬我们中国的？”

随后，我往玻璃杯里加入开水，滚

烫的沸水迫不及待地跳进杯子，原本

无精打采的茶叶立刻兴奋起来，迅速

打转，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大约两分钟

后，茶叶和之前的截然不同——它们

变得容光焕发，就像活泼的小精灵，闻

一闻，一缕清香扑鼻而来，经过沸水考

验的茶叶变得温润柔美，静静散发它

蕴藏的清香。

一边泡茶，爸爸一边给我们普及

茶文化。原来，小小的茶叶要经过复

杂的工序才成为现在我们杯中的香

茗，我不禁想到生活中的起起落落与

磨难。

记得我第一次学煮饭，不小心开

水溅起来烫伤了手，由于掌握不好火

候和调味品的量，做出的东西让人难

以下咽。我总结了失败的原因，在妈

妈的耐心教导下，我不断练习，现在我

的厨艺有了很大的进步，连挑食的妹

妹都要吃两碗。

家人对我的包容和鼓励，就像茶叶

选择了包容沸水才有了现在的光彩。

在生活中，我们应该积极地面对生活中

的不如意，在历经磨炼之后，我们会像

茶叶一样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

巴中市巴州区第三小学校
五（5）班 李忻岭
指导教师 徐怀秀

我是一个易拉罐，也有一段出奇

的经历。

我生活在贩卖机里，早晨，我还

是老样子——按点醒来，和太阳公公

打了个招呼。正当我准备和贩卖机

寒暄时，一位身穿西服的哥哥向我走

来。

只见他往贩卖机里投了一枚硬

币，轻轻一按，我就像坐滑滑梯一般

滑了出来。他弯腰拾起我，看都没看

一眼，就熟练地拔掉我头顶的小帽，

仰起脖子，我体内的液体就顺着他的

喉结，流进他的体内。而我，身体一

下子就变得轻飘飘了。正当我以为

他将要让我进入垃圾桶妈妈的怀抱

时，没想到，他却无情地把我丢在路

边，走了。在那一刻，我无家可归，多

悲伤呀！

正当我担心自己的命运时，天空

传来雨姐姐的哭声。我知道，我要游

泳了。随着雨水的时缓时急，我慢慢

闭上了眼睛。当我再次醒来时，发现

自己飘到了垃圾桶面前。

呀！怎么是四个垃圾桶呢？这

可麻烦了，到底哪个才是我的“家”

呢？我急匆匆地跑到厨余垃圾面前，

问道：“您好，请问你是我的‘家’吗？”

厨余垃圾桶回答道：“当然不是啦，我

是香蕉皮、菜叶、剩菜剩饭等易腐烂

物垃圾的‘家’。”

听完后，我又漾着自己的小船，

漂到旁边的有害垃圾桶前，问道：“请

问您是我的‘家’吗？”有害垃圾桶说：

“你怎么这么糊涂呀？我的家里有电

磁、电灯泡、水银温度计等，他们都是

重金属超标，有毒，会造成危害的物

体呢。”

听完回答的我，又划船到旁边的

其他垃圾前，问道：“您是我的‘家’

吗？”其他垃圾桶答道：“易拉罐妹妹，

你是不是犯糊涂了？我怎么可能是

你的‘家’呢？我们是砖瓦陶瓷、渣

土、卫生间废纸、纸巾等难以回收的

废弃物，以及尘土、食品袋的暂放地

呢。”

听完这番话后，我开始闷闷不

乐，把所有希望寄托到最后一个垃圾

桶——可回收垃圾桶上。我问道：

“您是我的家吗？我找不到家啦！”只

见可回收垃圾桶笑笑：“欢迎易拉罐

妹妹回家！”那一刻，我终于找到家

了。

在我的大家族里，我看见了我的

兄弟姐妹们：废纸、塑料、玻璃、金属

和布料。他们都静静地等待一双大

手，将他们运往新的地方，和更多的

朋友相聚。

那一晚，我不再孤独，因为我找

到了自己的“家”！

德阳市罗江区深雪堂小学
六（6）班 罗欣怡
指导教师 周辉

读读《《水浒传水浒传》》
一本好书，就像是一位知心的

朋友，就像是打开知识大门的钥匙，

就像是为你照亮前方的明灯。这个

暑假里，我就读了一本好书——《水

浒传》。

《水浒传》是明朝时期施耐庵所

著，真实地描写了北宋时期，由宋江

领导的一支起义军由形成、壮大再

到失败的全过程。

这本书里一共有一百零八位栩

栩如生的绿林好汉。有为人仗义的

宋江，有嫉恶如仇的武松，有足智多

谋的吴用，还有鲁莽正直的“黑旋

风”李逵。当然，也有一些让人恨得

咬牙切齿的人物，像陆谦、薛霸、蒋

忠、张蒙方、高俅等等。

这一百零八位好汉中，我最喜

欢的人是吴用。你们别看他的名字

是“无用”，但他可足智多谋了。他

为晁盖献计，煽动林冲的怒火，借林

冲之手杀了王伦；宋江在浔阳楼题

反诗，引来杀身之祸，和戴宗一起被

押赴刑场，吴用等人乔装打扮，劫法

场救了宋江和戴宗；他还扮成一个

算命先生，骗卢俊义上梁山；后来卢

俊义被抓进大名府，吴用设计火烧

大名府。

吴用的聪明才智实在是让我佩

服得五体投地，在生活中，我们也应

该像吴用一样多动脑筋。记得有一

次写数学作业，我和同桌遇到了一

道难题，我们便在那里冥思苦想，想

了半天，我也没想出来。突然，同桌

摇了一下我的肩膀，激动地说：“我

想出来了，你看，我们可以转换思考

……”听了同桌的讲解，我在想，为

什么同桌能想到而我想不到呢？看

来，我还是太死板，不会多动脑筋，

今后我做事一定要灵活一点。

《水浒传》不愧是四大名著，它

让我明白了遇事要多动脑筋，这真

是一本耐人回味的好书。

南江县下两中学
九（1）班 雷蕾
指导教师 王丽

读读《《森林报森林报》》
《森林报》是前苏联著名作家

维塔利·比安基的代表作。他的父

亲是一位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当时

在科学院动物博物馆里工作。维

塔利·比安基的家就在博物馆对

面，因此，他从小就喜欢到博物馆

里去看标本，跟随父亲上山打猎，

和家人到郊外、乡村或海边游玩。

《森林报》自 1927 年出版后，连续

再版，深受少年朋友的喜爱。

《森林报》中描写了春夏秋冬四

个季节，还讲述了森林里各种动植

物的不同经历，以及人们的活动，让

我对大自然有了更多的了解。

在这本书中，作者用轻快优美

又不乏温情的笔调，按季节更迭的

顺序展开描写，分春夏秋冬四部分，

具体生动地再现了森林中各种动

物、植物的生活情形。这里有体态

硕大的熊、微不足道的蜉蝣、天上的

飞鸟、水中的鱼儿……作者还报道

了森林中发生的各种轶闻趣事，比

如森林里神秘的脚印、鸟儿们各种

各样的家、怎么设立陷阱捕猎狼

……真是趣味横生。这些丰富多彩

的内容让人百读不厌，不忍释卷。

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云杉和

白桦、山杨争夺地盘。在这场战争

中，云杉被消灭了。但意外的是，

云杉并没有一蹶不振，而是默默积

蓄力量。最终，云杉打败了白桦和

山杨。我们在生活中，会遇到各种

各样的困难，有时，我们会因为困

难而退缩，云杉却在困难中傲然挺

立，它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文中还有可爱的小动物们，比

如《可爱的小鸭》这一篇，三只小鸭

子和一个小姑娘一起玩耍，当小姑

娘离开小鸭子后，小鸭子还经常叫

唤，表达对小姑娘的思念之情。可

见，小动物也是有感情的，它们也

能感受到人类的友爱和温情，想想

还真是可爱啊！

通江县沙溪小学
四（1）班 关晓凤
指导教师 徐伏英

茶味人生

人生道路上的坎坷和
挫折，如同茶刚入口的苦
涩；成功后的喜悦和辉煌，
就是那怡人的清香。作者
由沏茶、观茶、学习茶文化，
联想到自己的人生经历，揭
示了深刻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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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找““家家””的易拉罐的易拉罐

富有童趣的故事，让我们一读就知道，作者通过故事告诉人们怎
样进行垃圾分类，简单明了，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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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软的鸡蛋变软的鸡蛋

孩子都有令人惊奇的发现力。一个小小的鸡蛋里的秘密，
被喜欢动手探索、喜欢动脑思考的孩子，如解剖谜团一般，层层
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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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身边，有各种各样、形形

色色的人。他们或是严厉的、或是

慈祥的、或是可爱的、或是淘气的，

他们给我的生活涂上了五彩斑斓的

色彩，让我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起

来。

妹妹为我的生活带来了无限欢

乐，一见到她，我就把所有的烦恼都

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她是个只有一

岁多的小女孩，长着一双充满好奇

的眼睛，一张小巧的嘴巴，在圆嘟嘟

的小脸蛋上显得格外匀称。

别看她小巧玲珑的，胃口可不

小呢，是个名副其实的“大胃王”。

有一次，我刚拿到一包零食，她

就立刻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向我奔

来，双手紧紧地抱住我的腿，生怕我

一溜烟就跑了，迫不及待地喊：

“抱！姐姐抱！”听得我心都快甜化

了，看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急切

地盯着我，更加不忍心拒绝。

于是，我大发慈悲让她自己抓，

她也不客气，毫不犹豫地伸出手抓

了一大把，刚要往回收，手却卡住

了，急得哇哇大叫。等我把她的手

解救出来，她立马换一只手再抓一

大把。接着，拔腿就往外跑，一边

跑，一边急切地往嘴里塞，逗得大家

哈哈大笑，不知情的妹妹也跟着笑，

殊不知是在笑她呢。

我的妹妹不但贪吃，还非常抗

摔，是个“钢铁之躯”呢。我们乡下

的房子前有几级台阶，台阶中间有

个斜坡。妹妹总想从台阶上下来，

就尝试走台阶，结果一骨碌滚了下

来。她没哭，反而又转身爬上去，这

次又想从斜坡上走下来，结果又滚

了下来，她又继续爬上去……妹妹

在被桌子角撞到的时候，也不会哭，

只是摸一摸被撞到的地方就没事

了，这种勇敢让我们自叹不如。

妹妹的到来，让我们家时刻溢

满欢笑之声。她是我们的“开心

果”，也是一个“调皮蛋”；她是我们

家的“贪吃鬼”，也是一个堂堂正正

的“女汉子”。

武胜县城南小学校
五（1）班 贺莉媛
指导教师 张影勤

贪吃的“女汉子”

作者通过对妹妹语
言、动作的描写，为我们展
现了一个“贪吃”“不怕摔”
的妹妹，从作者笔下我们
感受到妹妹带来的欢乐，
以及对妹妹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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