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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好的阅读可以带我们去探索另一个世界、了解不同的人生；也可以在我们感觉困扰的时候点亮一

盏明灯。在今天的世界读书日，让我们看看那些爱阅读的孩子，他们和书之间发生的故事，以及在阅

读中的收获。

2022年2月10日 星期四 阴
这几天，我根据老师布置的任

务，阅读了一本名为《永远讲不完

的故事》的好书。原本以为这本书

很枯燥，可谁知一读就深深地入了

迷，根本停不下来。

《永远讲不完的故事》讲了一

个叫作巴斯蒂安的男孩在上学路

上，被书店里一本书以一种不可抗

拒的魔力吸引了。他无法抗拒这

本书的魔力，便把这本书偷走并读

了起来，读着读着，巴斯蒂安被拉

进了故事书中，开始了寻找回到人

类世界的路。

读了这本书，我从中领悟到真

善美的幻想是“永远讲不完的”，而

那些假恶丑的幻想则变成了“虚

无”。正如书店老板所说：“有些人

永远去不了幻想王国；有的人去

了，但永远留在了那；还有极少人

去了并且回来了。”书中那些去了

却回不来的人，是因为他们丧失了

对真善美的追求，内心深处丢失了

最美好的记忆，忘记了自己是谁，

从哪来的，又要向哪儿去。丧失了

一切人类世界的记忆，不再想回

去，便永远留在了幻想王国。

书中还有许多对现实生活的

写照。巴斯蒂安被拉进书里，是因

为幻想王国正在被“虚无”所吞噬，

需要一位拥有幻想能力的英雄来

拯救。

我们每天都在目睹和面临冰

川消融、湿地干涸、森林死亡、瘟疫

流行等状况，我们的世界不就在被

吞噬吗？还有巴斯蒂安，他利用幻

想的力量让自己变得英俊、强壮、

勇敢，在仆人们的吹捧中享受作为

幻想王国的拯救者的荣誉。因此，

他忘乎所以，甚至想取代天童女皇

成为天童皇帝，还驱赶了对自己忠

心耿耿的阿耀雷特，最后引起帝国

各地的起义，让象牙宫堡血流成

河，毁于战火，生动形象地描绘出

权力、荣誉是如何使人失去自我，

丧失人的本性。

这无不在告诫人们对权力和

荣誉应该保持警惕，不能成为权力

和荣誉的奴隶，否则就会给自己和

社会带来灾难。

我真希望自己也能去幻想王国

进行一次远征，给天童女皇取一个

新名字，把生命水带给爸爸妈妈，让

幻想王国和人类世界更加美好！

屏山县学苑街小学
六（1）班 龙锦烜

指导教师 张道明

儿时的我，小小的心灵里有着许

许多多的幻想，多得就像天上的星星，

数也数不清，幻想是一个美丽的梦，而

为这个梦插上翅膀的就是我的最爱

——书。

古 人 说 过“ 读 万 卷 书 ，行 万 里

路”。我曾热泪盈眶走进《樱桃小庄》

的艰辛和悲喜，曾泪眼婆娑体会《穿堂

风》的孤独与倔强，曾屏住呼吸感受

《福尔摩斯探案集》的神勇和紧张……

书香伴着我成长，书对我来说就

像是心中的那座城堡，是那么耀眼、那

么神秘。而在城堡中还有着一处珍贵

的宝藏，那就是《安徒生童话》。这本

书是我幻想中的一颗宝石，它深深地

吸引了我，让我打开了那一扇扇未知

的门，在童话王国中尽情地遨游。

它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早已生根发

芽，是它让我知道了什么是喜悦，什么

是忧伤；是它让我懂得了什么是丑恶、

什么是善良……这都是从那些讲大道

理的书中得不到的。捧着它，我会欢

呼雀跃，“丑小鸭”最终变成了“白天

鹅”；读着它,我会泪流满面，“海的女

儿”化成了泡沫永远不能与王子相见。

夜已深了，月亮也悄悄爬上树梢，

和星星一起翩翩起舞，多像是一场梦

幻舞会啊！台灯之下，有一个沉醉于

童话世界的小女孩，那就是我，小小的

灯泡变成了一个暖暖的太阳。

“豌豆上的公主”、可爱的“小甲

虫”、历尽挫折的“拇指姑娘”和爱穿新

衣的“皇帝”……我该找谁一起呢？我

随手翻开了一页，哦！是《卖火柴的小

女孩》，我轻轻地翻着，小女孩随着奶

奶升入了天堂，我悲愤不已，希望天堂

里没有寒冷，没有饥饿，没有剥削，没

有压迫。

也许童话是假的——丑小鸭会变

成白天鹅是因为它的父母是白天鹅；

灰姑娘的水晶鞋合脚，怎么会掉？所

有善举都有回报？这些故事虽然不真

实，但它是人们对美好事物追求的象

征与寄托。

书，你如行云流水般通畅，天高云

淡般深邃，让人陶醉其中；又如一篇篇

欢快音符的乐章，一页页流光溢彩的

页面，带动着我的心弦，为我带来无限

乐趣。

德阳市东汽小学
五（4）班 杨梓涵
指导教师 魏蓉

英雄是什么？之前我认为英雄

就是那些无所不能、十全十美、毫无

瑕疵的人。他们品德高尚、武艺高强

……但自从我读了《景阳冈》后，我发

现英雄并不是那样的。

《景阳冈》这篇文章讲述了武松

喝酒后，不听酒家劝告执意上冈，赤

手空拳打死一只害人的吊睛白额大

虫的故事。文中武松的形象让我印

象深刻：他力大无穷、机敏勇武、思虑

周全、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但他

也有鲁莽、要面子、自大等缺点，他是

我心目中的英雄。

与另外一些被神化的完美英雄

相比，我更喜欢武松这样的英雄。因

为那些英雄太完美了，离我们太远

了，遥不可及。而武松不同，力大无

穷，但他却是一个并不完美的人：固

执、自大、要面子，关键是打死老虎后

也会力倦神疲，和一个普通人没什么

差别，我喜欢武松——多么可爱、让

人亲近。

生活中这样的英雄还有很多。

当下疫情严峻，有无数的白衣天使们

奔赴一线，用自己的身躯保护着千家

万户。他们不顾自身的安危，辛勤工

作，带来万家安康。他们是普通人，

也是英雄。

英雄如酒，或芳香，或浓烈，或

馥郁，或清淡，因为奉献，它变得醇

厚；英雄如歌，或高昂，或低沉，或悲

戚，或欢快，因为奉献，它更悦耳。

英雄也有缺点，但一定会用自己的

行动奉献自己，或为民除害，或帮助

他人，或无私奉献，一心一意为他人

着想。

这样的人儿，就是最可敬的英

雄！

广汉市第一小学
五（4）班 谭雅彤
指导教师 杜鹃

友谊就是一张大网，友谊不断，

“夏洛的网”就会一直织下去。

这本书讲述了在一个农场里，一

只叫威尔伯的小猪和一只叫夏洛的蜘

蛛建立了真正的友谊。夏洛一直陪伴

威尔伯度过一个又一个漫长的夜晚，

直到威尔伯知道自己即将被宰杀时悲

痛欲绝。这时，夏洛站了出来，它用自

己的网织出了文字，威尔伯在市场上

得了奖，这才安享了晚年，可夏洛的生

命也走到了尽头。

当我第一次翻看这本书时，单纯地

认为夏洛和威尔伯之间就是一种平常

的友谊。可当我再一次拿起这本书时，

我突然发现，这本书中的角色仿佛活了

一般，夏洛和威尔伯的友谊可太深了！

这时，几天之前的一件事浮现在

我的脑海里，一下子我的脸上像被火

烤一样火辣辣的。

那天，我正在写老师布置的作业，

一位好朋友突然来找我，问我作业中

最难的一道奥数题怎么做。

我一听，心想：反正都是好朋友，

就教教他呗!可又转念一想，我思考了

那么久才想出来的题，他如此轻易就

得到答案，简直是不劳而获。于是，我

对他说：“你去找别人吧，我也不会。”

他便垂头丧气地离开了。我一开始还

有点儿小得意，可他离开后我便后悔

了，看着他去找别人问题的背影，我羞

愧地埋下了头。

当我悄悄抬头望向他们时，他们

正在为那道奥数题讨论得热火朝天，

我心里更是为刚才的举动感到懊悔不

已。一只小小的蜘蛛都可以为朋友牺

牲自己，更何况朋友只是想请我帮着

解答一道题……我这样难道称得上是

朋友吗？

真正的朋友难道不应该是在你伤

心的时候安慰你，在你难过的时候开导

你，在你需要帮助时为你挺身而出吗？

我突然明白了什么，当岁月流走，回忆

时光点点，我似乎懂得了友谊的真谛。

只要友谊长存，“夏洛的网”就会

一直织下去。

广汉市第一小学
五（4）班 邹奕翔
指导教师 杜鹃

我是一个小女孩，喜欢和小伙

伴玩，更喜欢读书。

读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一

文，志存高远的少年周恩来令人敬

佩。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好好读书，

多学知识。于是，每天我早早起床，

捧起语文书，朗读课文，背诵经典。

“好问则裕，自用则小”启发我们善

于多问，不自以为是，知识才会越来

越丰富；“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

惑？”让我在学习中遇到疑难时，不

急躁，慢思考；“山穷水尽疑无路”之

后，我时常有一种“柳暗花明又一

村”的豁然开朗。我想，这就是读书

带给我的好处。

放学回家，我帮爷爷奶奶择菜、

洗菜，打扫屋子。哈哈，剩下的就属

于我的“自由阅读时光”了。找来课

外书，搬出小板凳，沉浸书香，悠然

自得。作家曹文轩的《青铜葵花》深

深吸引着我的目光。特别是书中

“青铜卖芦花鞋”那

段 故 事 ，打 动 着

我。为了帮家人卖

掉芦花鞋，青铜不惧严寒，冒着风

雪，坚持到油麻地镇上去卖鞋。青

铜勤劳、善良的品格深深激励着我，

让我在生活中遇到挫折，不灰心失

望，勇敢面对，努力把事做好。长年

跟着祖辈一起生活的我，不自卑，在

爷爷奶奶的帮助下，学会了洗衣、做

饭，还跟奶奶抢着收拾桌子、刷洗碗

筷。我成了爱劳动的好孩子——

这，也是坚持阅读养成的好品格。

“我们是吃饭长大的，也是读书

长大的；吃饭长身体，读书长智慧。”

读了《窃读记》一文，我对读书的理

解，有了更深的体会。是的，人的成

长，离不开饭菜的营养，更离不开书

籍的滋养。语文老师告诫大家“少

吃零食，少玩手机，多读书”，因为班

上个别同学在家不读书，只爱零食

和手机。在此，我也想说，快放下零

食和手机吧！跟着老师一起参与课

外阅读，文字中遨游的感觉真的不

比美食差；长智慧带来的乐趣不亚

于玩手机。如果你不信，咱们试一

试，绝对给你不一样的精彩。

一篇篇优美的文章，浸润着我

的心灵；一段段生动的文字，丰富着

我的语感。阅读打开了我的视野，

通过阅读，我看到了更远的地方：一

幅幅美丽的画卷，正在我的眼前徐

徐铺开……

阅读助力我成长，阅读着，真

好。

开江县灵岩镇中心小学
四（1）班 程先雯
指导教师 邱达官

日记一则日记一则

我与书的故事我与书的故事

在阅读中成长在阅读中成长

英雄的诠英雄的诠释释
——读《景阳冈》

文章主题明确、语句通顺、
明白晓畅，讲述了自己对灰尘
由厌到喜的认识过程和心理转
变。全文首尾呼应，阐明了“书
引领我前进的方向”的道理，足
见作者善于读书，更善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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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了《永远讲
不完的故事》内容，表达
了对书的喜爱以及从中
获得关于真善美的思考，
富有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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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对心目中的英雄，
做了很好的诠释。在日常
生活中也有很多英雄，不论
从事什么工作，不论多么平
凡，只要他一心一意为他人
着想，便是英雄。

点
评

阅读有什么用呢？阅
读可以陶冶性情，纯化心
灵，让思考更全面；阅读可
以教会生活，培养习惯，让
人生乐观坚强；阅读可以丰
富智慧，助力我们不断成
长。投入阅读中去吧，享受
成长的快乐。

点
评

一个爱读书的孩子，一个
可爱的小书虫，用生动优美的
语言，把自己与书的故事写得
非常有趣，尤其是读《安徒生
童话》的收获与发现留流泻于
笔端，让我们感受到童话故事
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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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希金说过：“读书

是最好的学习，追随伟

大人物的思想，是最富

有趣味的一门科学。”在

我看来，书就是一盏指

路的明灯，引领着人类

前进的方向。

在过去十年的童年

时光里，我懵懵懂懂，除

了在课堂上学习课本知

识以外，梦想中的世界就

仿佛汪洋大海，茫茫无

际，单凭我自己的认知，

根本找不到前进的方向。

为此，我常常莫名

的迷惘。

今年 3 月的一天，

就在我又一次陷入迷惘

之际，老师向我们全班

同学推荐了中国著名科

普作家高士其爷爷的

《灰尘的旅行》这本书。

拿到这本书，我一开始

并没有多少激动，可是，

没读几页，就被书中的内容吸引了。

这本书是以一个叫“菌儿”的小细菌

自述的方式来写的。菌儿是千千万万细

菌中的一员，它附着在灰尘上，随风旅

行，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全书以幽默的

笔调、通俗易懂的语言，为我增添了认识

细菌、了解细菌，从而也更加认识和了解

我们人类自己的科学知识。

说实话，我从小就特别讨厌灰尘。然

而，自从读了《灰尘的旅行》之后，我对灰尘

的态度开始有了转变，因为对于人类来说，

灰尘不只有害处，它也有有益的一面呢！

就拿灰尘上寄生的细菌来说吧。你

看，它们有的生活在水里，有的生活在土

壤里，在人类和动植物的身上，也都有它

们的痕迹。这些细菌的本领可不小呢！

它能把普普通通的葡萄汁变成美酒，把

一块块平平常常的面团变成美味的面

包，还有酱油、豆腐乳……都离不开细菌

的参与。因此，很多菌类其实都是在为

我们人类服务。

另外，在我以前有限的知识里，根本

无法将灰尘与烟霞云雾这些瞬息万变的

自然现象联系起来。是《灰尘的旅行》告

诉我，那些云雾和雨点，都是灰尘的杰作

啊！是灰尘帮助空气中的水分凝结，才

有了云雾和雨点。小小的灰尘，简直就

是自然界的超级工程师。

通过《灰尘的旅行》这本书，我也认

识了高士其爷爷，他仿佛就在我的面前，

给我指引了成长的方向——努力学习，

报效祖国。哪怕就像一粒灰尘，也要发

挥自己的长处，造福这个美丽的世界。

屏山县学苑街小学校
四（5）班 童昱翔
指导教师 赵洪琴

我
愿
做
一
粒
有
益
的
灰
尘

—
—
读
《
灰
尘
的
旅
行
》

作者通过阅读《夏洛的网》一书，明白了友谊的真谛：真正的朋友并不只是陪你玩陪你疯的人，而是能够倾心相帮的伙伴。我们真诚
地对待朋友，才能获得友谊，得到快乐。

点
评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写作课堂
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热线:（028）86110109
邮箱: jjzk-2@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