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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好书就是一个世界一本好书就是一个世界

爱，如那慈善的母亲，那温暖的手，抚摸着
每个人的心灵，但它又深藏于每个人的心中，但
谁又能把这演绎得十分完美？当然是那名冒着雨
雪为别人画画而患上肺炎的画家贝尔门先生。

《最后一片叶子》讲的是画家琼西因患上肺
炎而心如死灰，他的朋友芬就请了失败的画家老
贝尔门先生开导开导琼西，而老贝尔门先生只偷
偷画了一片叶子，冒着雨雪贴在对面屋子的长青
藤上。因为这一幅老贝尔门一生最后的杰作，琼
西被鼓励才得以活了下来。

如果没有老贝尔先生爱的遗作，琼西还能逃
得过肺炎大军的袭击吗？当然是——不能。是
的，爱的力量是无穷的。它胜过那波涛澎湃的大
海，还有那广阔无垠的宇宙。它时而从人群里掠
过，时而呼闪一下又无影无踪，但回忆起来，无
私的爱却是无处不在的。

记得有一次，学校放学了，可是窗外还是下
着大雨。正当我焦急地等在学校门口时，从茫茫
大雨中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是妈妈！她终于
来了！在回家的路上，妈妈一直在为我撑伞，她
却暴露在雨中……回到家后，妈妈全身都湿了，
而我却完好如初。

今年的寒假，新冠病毒肆虐。全国人民的力
量集聚武汉，那抗击病毒于一线的医生和护士，
是舍小家为大家的大爱呀！所有的一切一切无不
让我感动……

第四实验小学 四（2）班 蒋宇彬
小记者证号：A2001996

爱的力量是无穷的
——读《最后一片叶子》有感

我读过很多的书，有奇思妙想的《装在口袋里
的爸爸》、天马行空的《怪物大师》、无所不知的
《十万个为什么》……《十万个为什么》这本书非
常好，不仅让我学到了很多知识，还非常有趣。

比如，有一种小动物，个子很小，适应能力却
比恐龙还强，你猜得到它是什么吗？我给你点提示
吧，它的前足很锋利。嗯，是的，它就是螳螂。螳
螂曾经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代，后来恐龙从我们视
野中消失了，螳螂却生存至今，很神奇吧！还有不
可思议的呢——雌螳螂会杀夫！秋季是螳螂繁殖的
季节，当螳螂交尾后，雌螳螂会用千足把雄螳螂的
头牢牢固定住，然后张开口，把自己的“丈夫”吃
掉。刚开始我觉得雌螳螂很残忍，后来我从书中了
解到，原来，雌螳螂产卵、培育后代所需的养分，
仅靠自己捕捉虫子是不够的，每只雌螳螂要吃掉
4-5只螳螂，才能得到足够的蛋白质。听到这里，
是不是对雌螳螂改观了呢？而且，雌螳螂产卵后，
也会精疲力尽而死。原来雌螳螂和雄螳螂都是为了
下一代而付出了生命。可真伟大呀！

我再和大家说点有趣的吧！有个歇后语，叫蜻
蜓点水东一下西一下。为什么蜻蜓要点水呢？原
来，蜻蜓的幼虫需要生活在水中，蜻蜓到水中产
卵，就出现了我们看到的东一下西一下。

读书，让我学到知识，让我感到快乐，同学们
都来读书吧！

掌起镇中心小学 二（2）班 张汐月
小记者证号：A2003186

读书让我感到快乐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是美国盲聋女作家海

伦·凯勒的自传体小说。她用细腻的文字感动了
我，也震撼了我。

海伦·凯勒十分不幸，自幼就是一个又盲又
聋又哑的人。但她从来没有放弃过努力，在沙莉
文老师和亲人的帮助下，她顽强地克服了常人难
以想象的困难，凭着不屈不挠的精神，终于以优
异的成绩从哈佛大学毕业了。

海伦·凯勒从出生就遭受了比常人多的磨
难，无论从生理上还是心理上，她都是一个强
者。我们绝大多数人有着比她更好的身体条件，
但是当我们面对生活的困难时，又有几次是勇于
面对，毫不畏惧的呢！之前，我总是在遇到一些
微不足道的困难时，就早早地退缩，脑海里不断
地产生“放弃吧，我不行”这样的念头。这和海
伦·凯勒相比，真是差距甚远啊！

在看完这本书后，我彻底改变了对待困难的
态度。这个假期里，培训班给我们布置了每日一
练的奥数作业。这对刚升入实验预备班的我，是
一个十分困难的任务。奥数里的很多知识点，都
是我之前没有学过的，尤其是行程问题，绞尽脑
汁还是解答不了，这让我痛苦不堪，好几次都想
放弃。猛然间，我的脑海里想到了海伦·凯勒，
她在身体残疾的情况下，仍在努力学习，而我，
仅仅为了几道奥数题就泄气、退缩，这是软弱的
表现啊！想到这里，我重新振作精神，在妈妈的
帮助下，去网上找视频学习。慢慢地摸索了段
时间，我似乎有点懂了，心里充满了喜悦。

生活的路上会有很多障碍，假如每次都闭上
眼睛，不去挑战，无疑会成为失败者。我坚信，
当我们充满微笑，勇于面对生活的困难，就会品
尝到幸福的滋味。

第四实验小学 五（6）班 周铭宥
小记者证号：A2002064 指导老师：陆炯炯

直面生活的困难
——读《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直面生活的困难
——读《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毛主席曾说过：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
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在这个特别的寒假
里我也读了许多书，但是唯独下面这一套书，让
我废寝忘食，手不释卷，一连读了好几遍。大家
想知道我读了什么书吗？先别急，提示几个词让
大家猜猜书中的主人公吧。英国人，魔术帽，烟
斗，放大镜。想必大伙也已经猜到了，没错，他
就是福尔摩斯。

正是这本柯南道尔著，厉河改编的《大侦探
福尔摩斯》小学生版的故事书，它带我进入了充
满神秘、悬念、紧张的案发现场。神秘的烟馆，
绅士离奇失踪，乞丐突然出现，绅士、乞丐都会
拉小提弹琴，两者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顿时迷
雾重重。我一边读，一边思考，凶手究竟是谁？
可是怎么也想不到。而福尔摩斯凭借着冷静的头
脑，敏锐的观察力，缜密的推理能力，将这桩古
怪离奇的案件一步步地还原，最终侦破。

故事读完后，我很是崇拜福尔摩斯，也很想
成为一名小侦探，去探索生活中的未知。

实验小学 二（17）班 岑伊笑
小记者证号：B2000643

我想成为一名侦探
——读《大侦探福尔摩斯》

《小英雄雨来》这本书主要讲述了小英雄雨
来聪明、机智、勇敢地和八路军一起英勇抗敌。
在日本鬼子和汉奸的威逼下，不怕牺牲，还机智
地逃脱了日本鬼子的魔爪。

小雨来不但勇敢，坚强，而且还很爱国。敌
人想尽一切办法诱惑他，他咬紧牙关，不告诉他
们关于八路军的一点一滴。敌人不耐烦了，就对
雨来一顿毒打，但他还是紧闭嘴巴，一个字都不
愿透露。我在想，如果换成我，一定会忍受不了
这种严刑拷打，早早把秘密告诉他们了。

和小雨来相比，我们幸运多了：没有生在战
乱年代，我们有可口的食物，有各种各样的玩
具，更有长辈和父母的关心与爱护。

看了这本书后，我明白了许多道理：今天的
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是许许多多革命烈士用
鲜血换来的。我们不仅要珍惜，更要继承他们的
高尚品德，刻苦学习，努力拼搏，把祖国建设得
更和谐，更富强，更团结！

实验小学 二（14）班 王学炜
小记者证号：A2002787

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读《小英雄雨来》

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读《小英雄雨来》

在这个超长的寒假里，我每天沉浸在书的海
洋中，享受着知识带给我的快乐。其中印象最深
刻的是《雷锋的故事》这本书，读完后一直无法
忘怀，脑海里总会想象出雷锋叔叔助人为乐、无
私奉献的画面。

雷锋叔叔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从小过着
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更不幸的是，小小年
纪，父母和亲人都相继离开了人世，他便成了一
个孤儿。但他并不气馁，仍然努力、坚强地生活
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国家的帮助
下，他终于如愿上了学，入了党，参加了中国人
民解放军。

雷锋叔叔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勤俭节约，做
的好事更是不计其数，每天都在帮助有需要的
人。不管大事小事，无论日晒雨淋，哪里有需
要，哪里就会有他的身影。十年如一日，他始终
不忘初心，最终奉献了自己。

读完这本书后，我受益匪浅。我告诉自己从
现在开始要学习雷锋叔叔的服务人民、助人为乐
的精神。从身边一点一滴做起，帮助他人，为他
人服务，长大后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为建设
美丽的祖国尽一份力。

慈吉小学 三（1）班 胡轩予
小记者证号：A2000312

助人为乐，无私奉献
——读《雷锋的故事》

今天我读了本《格林童话》，里面有个小故
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个故事是《小红帽》，主要讲的是小红帽
的奶奶生病了，妈妈让她去看望奶奶，告诉她要
走大路，千万不要走小路。但小红帽没有听妈妈
的话，最后遇到了大灰狼，差点把小红帽吃掉
了，幸好有猎人经过救了她。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家要听妈妈的话，在
学校要听老师的话，不要轻易和陌生人说话，做
个懂事的好孩子。

逍林镇中心小学 二（2）班 高欣茹
小记者证号：B2000272

不要轻易和陌生人说话
——读《小红帽》

爸爸说，世界上有很多美妙的事，需要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才能领略。我希望我小小的脑袋能
装满各种知识，小小的身体更加强健，看很多书，
走很多路，走遍祖国的山川河流。

《一起去看我的大中国》，这本书非常有趣生
动，用手绘的方式，通俗易懂，很适合小朋友看。

翻开书，首先是飞行棋模式的目录，涵盖了北
京、天津、黑龙江、浙江、四川、云南等 34个省
级行政区的自然风光、名胜古迹，更有当地的特色
美食。书里有毛小蒙和葛琪琪两位动漫人物做向
导，来到浙江地区，介绍了西湖、千岛湖、普陀
山、绍兴的三味书屋，这些都是我去过的地方，看
到西湖，就像故地重游，仿佛漫步在苏堤，两边杨
柳轻垂，湖面水光潋滟，不由得想到“若把西湖比
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这句诗。除了自然美景，
还介绍了西湖醋鱼、东坡肉、茴香豆、臭豆腐这些
浙江美食，看得我口水都来了，我问爸爸：“你还
记得‘茴’有几种写法吗？”爸爸听了哈哈大笑，
这个问题，在咸亨酒店里，我可是把爸爸难倒了。

我还去过漠河，中国最北的城市；去过云南，
爬了玉龙雪山，逛了丽江古城；沉迷于苏州园林的
典雅，观赏了贝聿铭先生的苏州博物馆。

实验小学 一（5）班 陈未
小记者证号：B2000568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读《一起去看我的大中国》

寒假里，我读了很多书，最喜欢的一本是
《骑鹅旅行记》。

故事的主人公叫尼尔斯，他是个不爱学习、
喜欢搞恶作剧的孩子。因为捉弄了小精灵，所以变
成了小人。他被白鹅带上了天空，开始了一段奇异
之旅。尼尔斯遭遇了各种挑战，最后他凭借机智和
勇敢以及小动物们的帮助，安全回到了家中。

原来，尼尔斯也是别人眼中的坏孩子。后来
他经历了种种困难，变成了机智、勇敢、乐于助
人的好孩子。我为尼尔斯的改变而感到高兴，正
是他的坚持不懈才有了新的生活。虽然我没有尼
尔斯的经历，但是他告诉我以后在生活中如何面
对困难和挫折。

实验小学 三（1）班 陈玥含
小记者证号：A2003660 指导老师：余燕

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时
——读《骑鹅旅行记》

因为新冠病毒的原因，我过了一个长长的寒
假，这么多时间也让我看了很多好书，印象最深的
是一本绘本——《跟屁虫》。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书里的妹妹，她会跟着哥哥
做各种事情，我也会学自己的姐姐做各种表情和动
作，还会学姐姐做鬼脸，姐姐老说我是她的跟屁
虫。哈哈！你们是不是也一样呢？

城区中心小学东校区 一（5）班 胡天译
小记者证号：A2001441

我就是跟屁虫
——读《跟屁虫》

《笑猫日记》这套书里，我最喜欢《蓝色的兔
耳朵草》。

这个故事讲了笑猫找到虎皮猫的时候发现她的
耳朵聋了，他为了治好虎皮猫的耳朵，冒着生命危
险去蓝山采可以治好虎皮猫耳朵的蓝色兔耳朵草。
一路上笑猫走得非常艰难，可最后好不容易采到的
兔耳朵草却被几只馋嘴的兔子吃掉了，笑猫非常难
过。万年龟告诉他只要心中有爱，奇迹就一定会出
现。笑猫每天跟虎皮猫讲他一路上发生的事，让她
的耳朵又能听见声音了。

我觉得笑猫是一只勇敢努力、坚持不懈的猫。
只要为梦想而努力奋斗，就一定能梦想成真；只要
心中有爱，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美好。

贤江小学 二（2）班 任炫夷
小记者证号：A2003144

人要有梦想和爱
——读《蓝色的兔耳朵草》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
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
务中去。”合上手中的《雷锋的故事》，回想着雷锋
叔叔说的这句话，我仿佛看到炎炎的烈日下，一个
不高的身影在帮老乡们挑水、扫地，阳光照在他清
秀的面庞上，温暖的笑容清晰可见，我心中一颤，
摸了摸胸前的红领巾，敬佩感油然而生。

把自己的衣服和所带的干粮给出差途中大雨天
遇到的母女的，是雷锋；刚刚参加完救火手被烧
伤，又和战友们在上寺水库大坝连续奋战七天七夜
抗洪抢险的，是雷锋；帮助了别人被询问名字和单
位时回答“我叫解放军，就住在中国”的，是雷
锋。而读着雷锋故事，心里感慨万千，立志要继承
雷锋精神的，是我，是我们。

先辈们的故事是我们起航的启明星，照亮了我
们前进的道路。在祖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回首历
史，漫漫道路上洒下了多少人的血汗，成千上万的
英魂铸就了今天的美丽中国，我不知道他们每一个
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英雄。

今天的我们，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翻着崭新
的课本，读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
青”；今天的我们，力争自立自强，共同奋进，向
先辈看齐，做好共产主义接班人；今天的我们，在
国歌奏起时，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祝福它永远
迎风飘扬，这是我们的自豪！

让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奋发，成为新一代的英
雄吧！

实验小学 四（1）班 沙子涵
小记者证号：A2002936

这就是英雄
——读《雷锋的故事》

“白龙马，蹄朝西；驮着唐三藏跟着三徒弟。
西天取经上大路，一走就是几万里……”每每听到
这首歌，总让我想起那令我爱不释手的《西游记》。

这本精彩的小说主要写了唐僧师徒为了能造福
百姓、普渡众生，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在西
天大雷音寺取得真经，修成正果。我想，他们之所
以能取得成功，与他们坚持不懈的精神是分不开
的。

这使我想起了以前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屠呦
呦。她在成功制出青蒿素之前，历经了上百、上千
次的困难。但是在她的坚持不懈之下，终于在经历
3190 次失败后，成功地研制出青蒿素。在我看
来，她的成功，正与她的坚持不懈有关。

读了《西游记》之后，我想起了那件事。我正
在埋头写我的作业。感觉非常轻松，丝毫没有作业
带给我的压力。正当我写得非常兴奋的时候，突然
有一道题目难住了我。笔似乎就像踩了刹车般的停
住了，我奋力地思考着，希望能想出这道题怎么
做。时间在慢慢地过去，而我的思想却一直在原地
踏步。我感觉我是做不出来这道题的，心想还是放
弃吧。当我准备做下一道的时候，突然想起了《西
游记》中的孙悟空坚持不懈，斩妖除魔，终于帮师
父取到了真经。顿时，我的信心突然又有了，使我
继续思考，最后终于做出了这道题。

从《西游记》中，我更加明白了一句话：无论
做什么事情，都要坚持不懈，积极乐观地去面对
它，这样才会获得成功。

第二实验小学 五（5）班 宋厚辰
小记者证号：A2002177

做什么事都要坚持不懈
——读《西游记》

读了《鲁滨逊漂流记》之后，我不禁想把这本
书推荐给大家。

鲁滨逊·克鲁索于 1632年出生在英国约克城
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可鲁滨逊为了实现梦寐以求
的遨游四海的愿望，不顾父母的劝告，毅然踏上了
航海的征途。由于在航海中遭遇了风暴的袭击，船
只破损，只有鲁滨逊一个人侥幸存活，流落到一座
荒岛上，从此，他开始了自己的独立生活。然而，
他没有向困难低头，搭帐篷，筑篱笆，种粮食……
他在荒岛上经历了风风雨雨，创造了奇迹，直至二
十八年后才结束了海岛生活，重新回到了英国！

这本书教会我们要坚强，没有什么人生来就坚
强，也没有人生来就有好运气。只有坚强，才知道
成功有多么的甜蜜！

坚强代表着人身上的无限期望，人一定要学会
坚强，只有经历过磨难，才懂得珍惜美好的未来。
让我们也像海上的小纸船那样，就算有狂风暴雨的
侵袭，也要学会平静荡漾。

慈吉小学 六（5）班 华晨宇
小记者证号：A2000892

坚强代表着希望
——读《鲁滨逊漂流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