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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日 阅 读

学习新思想 争做接班人

读读《《林海雪原林海雪原》》

读读《《西游记西游记》》

你猜花生放了醋会不会发芽？告诉

你，最近我做了一个有趣的实验，叫做“吃

醋的种子”，通过这个实验，我发现放了醋

的花生不会发芽，而没有放醋的却长得生

机勃勃。

今天，我抓了一把花生分别放在两个

瓶子里。其中放了醋的瓶子叫1号瓶，没

有放醋的是2号瓶。然后，我在两个瓶子

里装了适当的水。

过了一天，我发现花生像是吃了“增

胖剂”一样，变得又大又胖，上面还布满了

“皱纹”。刚开始，1号瓶和 2号瓶并没有

什么不同，一切都还进行得很顺利。

可是，到了第三天就有变化了。早

晨，我一起来就向阳台跑去，希望有好的

事情发生。可是结果却令我失望，1号瓶

上居然有几只小飞虫在花生上栖息，我可

不能让辛辛苦苦培养的种子就这样轻易

被你们占领了。咦？为什么 2号瓶里没

有小飞虫呢？真奇怪，我要继续观察下

去。

放学后，我快速奔跑回家，观察我的

花生种子。怎么又是你们这些小飞虫

呀！真是讨厌，今天我非把你们赶走不

可。但是，小虫在里面飞来飞去，灵活得

很！我怎么也抓不住，只好忍着让它们在

里面撒野。

“终于发芽啦！终于发芽啦！”我拿着

2号瓶兴奋地喊道。第五天，我刚回家就

发现2号瓶里有一粒种子发出了一点芽，

而1号瓶里却满是小飞虫，甚至有些地方

还有一点发白。

过了几天后，2号瓶里的种子已经全

部发芽了，而 1 号瓶却布满了白白的东

西，并有数十只小飞虫在里面安家了。这

是为什么呢？

经过我的调查后发现，1号瓶里那一

层白的东西叫黄曲霉菌，正是这个霉菌导

致1号瓶里的花生发不了芽。

通过这次实验，我明白了观察、试验、

分析是科学工作常用的方法，所以，我们

要学会观察。

乐山市市中区水口学校
二(1)班 谭浩宇
指导教师 付华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每一粒

米都来之不易，都是农民伯伯用辛

勤的汗水换来的。滴水成河，粒米

成箩。节约粮食应该成为每一个

公民的自觉行为，特别是我们小学

生，从小要养成节约粮食的习惯。

据资料显示，我国人口总数约

占世界的四分之一，而耕地面积只

有世界耕地面积的 7%左右。在这

样紧迫的现实下，却仍然有许多人

在任意浪费粮食，特别是餐饮的浪

费现象，触目惊心，令人痛心。这

样的行为是不道德的。

我的三叔经营一家餐馆，我

经常去他那里玩，有一件事让我

记忆犹新。一个阳光明媚的中

午，有两个客人来吃饭。“来一份

麻辣大龙虾，一个紫菜蛋花汤

……”点了好几个菜，当时我心

里很震惊，两个人能吃这么多？

他们酒足饭饱后结账，三叔一边

说价钱，一边用余光扫了扫桌

上。结完账后，三叔客气地对他

们 说 ：“ 需 要 打 包 吗 ？”“ 不 需

要！”那两个人心高气傲地说。

对于有着 14 亿人口的大国来

说，任何微小的浪费都是一个惊人

的数字。据估算，全国每年浪费食

物总量折合粮食约1000亿斤，可供

养约 3.5亿人一年的需要。现在的

电视新闻也在播：“反对浪费，实行

光盘行动。”一定要树立“光盘光

荣，剩菜可耻”的观念，杜绝“舌尖

上的浪费”。在餐厅设立警示牌

“请把剩菜带走，拒绝浪费”，形成

全民参与节约的社会风气，对浪费

说“NO！”让那些华而不实的人无

处显摆。

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存在很多

浪费粮食的行为。就说我们学校

每天中午的营养餐吧，有的同学打

的饭菜没有吃完，造成严重的浪

费，我们应该吃多少，打多少。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光盘行动，拒绝浪

费，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安岳县兴隆小学
六（4）班 丁星月
指导教师 李松鹤

上周星期天，我做完作业，本来

打算练一会儿字。当我正要把墨水

瓶打开，不小心手一滑，只听“砰！”的

一声，墨水瓶被我打翻了。完了！只

见墨水在文件夹封面上肆意横流，文

件夹里面也已经被染黑了，这可是爸

爸明天要用的重要文件呀！

我立马慌了神，怎么办？如果早

知道这样，我一定会把文件夹收起

来。要不，藏起来？不行，爸爸妈妈

肯定会找。可是，如果直接告诉他

们，妈妈可能会打我一顿，到底该什

么办嘛！

我心里像揣了只兔子，乱蹦乱

跳，怎么控制都慢不下来。我努力地

想要平复心情，但一转头看见满是墨

水的文件，好不容易平静了一点点的

心又开始乱跳起来。

我心底好像有两人个小人在七

嘴八舌，争吵不休，都要打起来了。

一个小人对我说：“老师不是说过

吗？做人要诚实，只要你承认错误，

父母一定会原谅你的。”听了她说的

话，我觉得有一些道理，心里平复了

很多。可是，另一个小人的话又让我

紧张起来，“你可别听她瞎说，她这是

在害你，你想想，如果你说了，一定会

挨一顿毒打，我觉得你把文件夹扔

了，等父母回来问你时，你就说不知

道，听我的准没错！”“胡说！”另一个

小人儿喊道。“闭嘴！你才胡说八道

呢！”她们一言不合又开始打起来。

我的心越来越乱，眼眶里的泪水流了

下来。

慢慢地，两个小人终于消失了。我

看了看手表，爸妈一般八点左右回家，

还有三个多小时他们就要回来了。

我左思右想，想了无数种可能，

最终还是决定告诉爸妈，大不了就是

挨打和挨骂，哭一会儿，再过几天，这

事就过去了，但我更担心的是爸爸会

不会因为文件被污染挨批评。

没想到，我原来以为只思考了一

小会儿，时间的马车却飞快地跑走了

一个小时三十三分。不会吧，就连时

间都要欺负我？真是倒霉。

恐怕今天是最不幸的日子，爸妈

提前了两个小时回家，而且爸爸不像

平时一样，到了家就坐在沙发上，而

是着急忙慌地找文件！看着爸爸忙

碌的背影，我叫住了爸爸，对他说出

了事情的经过。“对不起，爸爸。”我说

道。爸爸笑呵呵地说：“没事，这也不

能怪你，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妈妈

也闻声赶来说：“对啊，诚实就是好孩

子。你爸爸可以熬个夜，再做一份，

反正你爸爸也做过。”爸爸肯定地说：

“文件里面的东西已经印在我脑海

里，估计不用熬夜。”

星期一，我正要去上学时，妈妈

跟我说爸爸的文件被领导夸奖了，我

非常开心。所以，遇到什么事不要

慌，一定要诚实，因为纸包不住火，总

有一天坏事会被发现，还不如早早地

就告诉他们呢！

宣汉县育才石岭小学
四（7）班 李欣妍
指导教师 常小玉

1946 年冬天，东北民主联军一

支小分队，在团参谋长少剑波的率

领下，深入林海雪原执行剿匪任务。

《林海雪原》描写的是解放战争

初期东北剿匪的战斗。这股匪徒是

原国民党的败兵，流窜到解放军后

方。小分队在向威虎山匪巢开进途

中，发现神河庙老道士实际上是威

虎山匪帮的情报员，小分队设下埋

伏，抓获了座山雕手下的情报副官

一撮毛，缴获了敌匪的地下先遣军

联络图。经反复提审一撮毛和小炉

匠，初步了解到威虎山座山雕匪帮

的情况，侦察英雄杨子荣提出一个

大胆的设想：打进威虎山内部，探得

敌情，配合小分队里应外合全歼座

山雕匪帮。少剑波召集会议反复推

敲了杨子荣的设想，迅速制订了周

密的作战计划。

杨子荣化装成已被消灭的另一

伙土匪许马大棒的副官胡彪，只身

来到威虎山，巧妙地应答了座山雕

和其手下“八大金刚”的百般询问，

并利用座山雕急于扩充实力的心

理，献上了缴获的敌匪地下先遣军

联络图，初步得到了座山雕的信任，

并被封为威虎山上的“老九”上校团

副。

土匪座山雕布置了一场“与来

袭共军激战”的假战斗，杨子荣知道

座山雕是在考验他，于是大打出手，

连着打死几个匪徒，最后消除了座

山雕的疑心，并将计就计乘机送出

了所摸索清的情报。在“百鸡宴”

上，杨子荣巧施安排，匪徒们个个喝

得烂醉如泥，东倒西歪。小分队及

时赶到，杨子荣和战友们，一举全歼

威虎山的这伙顽匪，战斗取得了全

面的胜利。

《林海雪原》里的战士们为了祖

国，冒着生命危险，与土匪斗智斗

勇，不怕牺牲的精神值得我们学

习。作为一名小学生，虽然我们的

力量很微薄，但是我们可以从自己

的一言一行做起，以自己的实际行

动热爱祖国。

细细咀嚼这本书，它讲述的不

仅是解放军战士的剿匪故事，它所

表现出的更是一种智慧，一股勇气，

让我们更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

福生活。

平昌县望京小学
七（1）班 白秋梅
指导教师 何泽芬

《西游记》是一部很有趣的书，

鲁迅称之为“神魔小说”，林庚称之

为“童心之作”，是我国古典文学中

最富有想象力的作品之一。

《西游记》 围绕唐僧、孙悟

空、猪八戒、沙僧师徒四人前往

西天取经的主线，写了许多降妖

除魔的故事。各路神仙妖魔在天

上地下、龙宫冥府、山林湖海尽

情地施展各自神通，如孙悟空就

有七十二变、火眼金睛、筋斗云

等超凡能力，其他神魔如猪八

戒、二郎神、牛魔王、红孩儿

等，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读来令人兴趣盎然。

这部小说前七回讲孙悟空的

身世和大闹天宫的故事；第八回到

第十二回介绍唐僧，交代西天取经

这一中心事件的由来；第十三回到

第一百回是小说故事的主体，讲述

唐僧师徒四人取经路上战胜无数

妖怪，历经重重磨难，终于到达西

天，取回真经的故事。这些故事大

多情节曲折，扣人心弦。

在塑造人物形象上，小说通过

复杂尖锐的矛盾和曲折的故事情

节将人物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性

格表现得淋漓尽致。

孙悟空号称“美猴王”“齐天大

圣”，是中国古典小说中塑造最为

成功，最受人欢迎的艺术形象之

一。他本领高强，会七十二变，一

副钢筋铁骨，又在太上老君的炼丹

炉中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能识破

一切妖魔鬼怪；他生性桀骜不驯，

爱憎分明，敢于挑战天界的权威，

不惮于跟十万天兵天将对阵。后

来，他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一路上

出生入死，忠诚不二，制服了无数

邪恶势力，为西天取经立下了汗马

功劳。

读完这部小说，我明白了要实

现一个美好的理想，要完成一项伟

大的事业，一定会遭遇到许许多多

的困难，我们要学习唐僧师徒四人

百折不挠的精神，就一定会战胜这

些困难。

巴中市恩阳区花丛镇庙中心小学

九（9）班 周川淼

指导教师 谢小琼

“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我一边

哼着歌谣，一边蹦着跳着，去大自然

里寻找春天。

春天在哪里呢？春天在花园

里。粉红粉红的桃花，雪白雪白的梨

花，火红火红的玫瑰花都竞相开放，

在阳光下光彩夺目。

一阵微风吹过，飘来一阵阵浓浓

的花香，引来一群群蜜蜂在花朵上辛

勤地采蜜，一只只蝴蝶在花丛中尽情

地舞蹈。小草从土里探出头来，左看

看，右瞧瞧，好奇地打量着这个世

界。柳树长出嫩芽，细长的枝条在春

风中拂扫着堤岸，真是“拂堤杨柳醉

春烟”啊！

春天在哪里呢？春天在田野

上。小路的一边是一望无际的秧苗，

碧绿碧绿的，在阳光的照耀下泛着绿

光，就像一大片耀眼的翡翠。几个调

皮的孩子在田间放起了大大小小，各

式各样的风筝，笑得比阳光还灿烂，

比花朵还美丽。

路的另一边是油菜花，金黄金黄

的，就像给大地铺上了一张绚烂夺目

的黄金地毯。油菜花都长得好高，连

我们村最高的孩子都能遮住，这可是

我们捉迷藏的好地方。

春天在哪里呢？春天在小溪中。

长长的溪水真清啊，清得可以见底。

风儿吹过，水面泛起层层波纹，有趣得

很。溪水中，可爱的小蝌蚪们都长着

黑乎乎的脑袋，甩着长长的尾巴，在水

中快乐得游啊游，有的在玩耍，有的在

开会，还有的在赛跑。……

啊，我终于找到了春天，春满人

间！

洪雅县实验小学
二（3）班 李沁儒
指导教师 李芙蓉

春天在哪里

作者用设问的形式结
构全文，文章有条理。观察
仔细，语言生动优美，抓住
不同地点，具有春天代表性
景物的特点，让我们看到了
一幅春天美丽的画卷。

点
评

““吃醋吃醋””的种子的种子拒绝浪费拒绝浪费

作者围绕拒绝浪费
这一中心，通过自己所见
的一件浪费的事例，认识
到浪费行为的可耻，也提
出了一些可行的做法，希
望社会形成勤俭节约的
风气。

点
评

作者是一个善于观察的孩子，通过一次花生发芽的对
比实验，知道了种子在酸性的环境中是不会发芽的道理。
生活中只要留心观察，就会有许多的发现。

点
评

惹了祸惹了祸

作者构思巧妙，文笔流
畅，衔接紧凑，将“惹了祸”
的过程叙述得生动而富有
童趣，尤其注重心理活动的
描写，将举棋不定的心态刻
画得栩栩如生。

点
评

本
版
图
片
均
为
资
料
图
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