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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改变世界的伟大发明》有感
“蒸汽机真的是瓦特发明的吗？”
“人类发现的最古老的乐器是什么？”
……
《改变世界的伟大发明》 介绍了汉字、青蒿
素、高速铁路等这些伟大发明是谁发明出来的以
及发明它的过程。比如说青蒿素：它是疟疾的克
星，什么是疟疾呢？它是一种非常非常可怕的传
染病。青蒿素的发明历程可谓是十分艰辛，屠呦
呦一边查阅资料，一边走访民间名医，遍寻可能
的中医药方。经过千辛万苦的寻访后，她从
2000 余种的方药中整理出了 《抗虐单验方集》，
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青蒿。如果屠呦呦没有
发现青蒿素，人类与疟疾已持续千年的战争，也
许依旧一眼望不到尽头。在抗疟新药品尚未问世
的时代，每年大约有五十万人死于疟疾，其中多
数为儿童。如果以拯救了多少人的生命来衡量一
个科学家的伟大程度，那么屠呦呦一定是人类历
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由于她的发现，过
去二十年疟疾的致死率降低了一半，数百万人的
生命得以挽救。
屠呦呦也许并非意识不到自己的贡献，只是
相比于站在人群中央，她更加习惯的领奖台是一
间弥漫着化学药剂气味的实验室。在 85 岁生日
的前 20 天，她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了诺贝尔奖
的奖章和证书，成为中国首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学
或医学奖的科学家。
这种不起眼，却挽救了数百万人生命的植
物，几乎在大半个中国的土地上都能找到它的身
影。山谷、河边、路旁，甚至在石缝里也能看到
它顽强生长的身影。
看着看着，我不禁被屠呦呦锲而不舍的精神
所感动，一件往事也渐渐浮上心头：记得那年夏
天，我和舅公去钓鱼。一开始我兴致勃勃地挂鱼
饵，甩鱼竿，耐心等待。一分钟、两分钟、十分
钟……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的鱼竿迟迟不见动
静。看向舅公，他的桶里已经有了好几条鱼，我
未免有些眼红。“为什么鱼儿迟迟不上钩呢？”我
不满地嘀咕着。索性鱼竿一甩，不钓了！因此我
便没有钓到半条鱼，更没有享受到钓鱼的乐趣。
如果当时我能像屠呦呦一样，坚持一下，结果会
不会不同呢？
无论是生活还是科学，都需要我们拥有锲而
不舍的精神。我们唯有怀着好奇心和勇气去孜孜
不倦地探索，才能真正主宰未来！
润德小学 五 （1） 班 徐依涵
小记者证号：A22255004 指导老师：卢晨晨

不好意思的我
上学期，我们举行了家校联系活动。
聪明的班主任马上有了计划，让杨思媛当主
持人，负责为我们介绍表演内容。杨思媛接下来
宣布：“每个人都要有一个节目。”班主任马上把
没有报名节目的同学叫来搞一个“模特秀”。我
呢？则是选择一个炉火纯青的节目———跳双
飞。我之前想从我炉火纯青的漫画作品中挑选一
张最好看的画，但班主任要求现场作画，八十多
双直勾勾的眼睛盯着我画每一笔，不画错才怪
哩！可我转念想，好像除了这个突出的能力就只
有一个失误无数的双飞。我的心在双飞和走模特
之间徘徊，最总，我选择了双飞，因为走模特一
学就会，对于争强好胜的我不符。
“叮零零”下课了，我赶紧叫来几位好友建
成了“双飞小队”。我提议：
“我们现在一起练习
吧！”剩下三人异口同声地说：“好！”到了走廊
上，我解开绳子，做好准备，脚尖轻轻一点，双
腿缩成一个团，双手拼命甩动绳子，足足跳了
12 个才因为体力不支停了，我感叹：“这也太累
了吧！”我把目光投向了其他三人，他们也拼命
甩动着绳子，我可不希望比他们差，便马上又跳
了 ， 我 到 现 在 还 记 得 当 时 业 绩 巅 峰 时 跳 了 39
个，“叮零零”上课铃声响了，我们喘着粗气头
上冒着烟地走进教室。
不知不觉，便到了表演的日子，班主任把我
们叫到了音乐教室。不知过了多久，听到请某某
同学、某某同学、陈宇超同学、某某同学上台
“表演双飞”，我马上涨红了脸和三名同学一起走
上舞台。我不记得我是怎么演完，只模糊地记着
我一直在笑，那笑是在告诉别人：“不好意思，
献丑了”
。
我现在都不敢表演双飞了，实在太不好意思
了。
慈吉小学 四 （13） 班 陈宇超
小记者证号：A22124136 指导老师：姜志华

小花猫照镜子
天气晴朗，小猫花花和妈妈一起出去散步。
大树下面闪过一道光，非常耀眼。花花感到奇
怪，走近去想看个究竟。
小猫走到大树底下，竟然看到一个一模一样
的自己。她伸出舌头做鬼脸，里面的小猫也在伸
着舌头做着鬼脸。她挠挠头，里面的小猫也挠挠
头。她转个圈圈，里面的小猫也同时转了个圈
圈。花花有点纳闷，为什么她做什么眼前的小猫
都要模仿呢。小猫皱起了眉头，没想到眼前的小
猫也皱起了眉头。花花又惊异又生气，弓背炸
毛，向眼前的小猫发起了进攻。突然，“哐”的
一声响，眼前散落一地的玻璃碎片，那小猫也消
失了。
这时候，妈妈闻声跑过来，问：“这是怎么
啦？”花花委屈地说：“刚才有一只与我一模一样
的小猫一直学我，我干什么她也干什么。我想去
抓她，就变成这样了。”妈妈哭笑不得地说：“你
怎么这么笨啊？这是镜子呢，镜子里的小猫其实
就是你自己呀。”
见到花花难为情的样子，妈妈又摸着她的脑
袋说：“傻孩子，其实啊，这件事很有意思呢。
你对别人微笑，别人也会对你微笑；你对别人
凶，别人也会对你凶。就像这镜子一样哦！”
花花听了，好像明白了什么，连连点头。
第三实验小学 二 （1） 班 毛艺璇
小记者证号：B22032002 指导老师：胡金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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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写作文

恬静出诗画，
灵动入弦音
——记外婆家的美好
蓝蓝的天空飘着白云朵朵，阳光温柔地散遍
各个角落，铺成丝丝缕缕的金色细线。我打开车
窗，探手，暖暖的。轻松的周末，妈妈的心情似乎
受了暖阳的影响，也是暖暖的。她开车要带我们去
久违的外婆家，我是既兴奋又期待，可真暖啊！
“滴滴”，院门开了。“哇，我们是不是误闯
进了一幅油墨水彩画里啊！”我揉了揉眼睛想
道。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明艳色：青绿翠嫩的，那
是黄瓜；火红透亮的，那是番茄；五颜六色的，
那是彩椒，还有那些色彩缤纷、争奇斗艳的各式
花朵……看，画家在那！没错儿，外公和外婆正
站在屋门前笑呵呵地向我们招手呢。
正说话间，我一眼看见墙边的渔网，高兴地
对弟弟说：
“然然，要不我们一起去抓鱼吧？”外
公一听，马上取下渔网，向我们一挥手：“走，
抓鱼去。”外公真是太给力了！我和弟弟相视一
笑，高兴得差点要跳起来。一路上，我和弟弟
连蹦带跳地跑在前面，外公则笑眯眯地跟在后
头。
到了河边，我们放慢了脚步，收起声音，生
怕惊动了小鱼小虾。“噗咚”，随着水面上晕开的
一片水花，我手中的网撒进了水中。“哗……唰
……”，翻手一拉，一拖，再一拎，网就离了水
面到了岸边。毫无防备的小鱼小虾们被网了个正
着，正在岸上跳着呢。“哇，首战获胜！”我高兴
地大叫。弟弟也禁不住诱惑，学着撒了一网。
“咣……嘣……”，虽然动作没那么干脆利落，甚
至有点笨拙，但也网住了两条。对他来说，已经
大喜过望了。“刚才那些声音我听着像姐姐弹奏
的古筝，真好听。”弟弟高兴地说道。“确实，这
个琴音还真是挺悦耳动听呢！”外公也应和道。
我们都开心地笑了！
慈吉小学 四 （2） 班 励依诺
小记者证号：A22124176 指导老师：徐佳栋

在魔法世界遨游
大家对哈利·波特这个名字一定不生疏吧。
没 错 ， 我 要 推 荐 的 书 就 是 《哈 利 波 特 与 凤 凰
社》。它是英国丁·K·罗琳写的魔法小说，由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主要写了魔法校长阿不思·邓布利多，
在格里莫广场 12 号组织了一个秘密社团——凤
凰社，以及哈利·波特在霍格沃茨魔法学校遇到
的困难。
书中情节十分惊险刺激。比如哈利·波特寻
找教父小天狼星，大战伏地魔那一部分，伏地魔
对哈利施完致命咒语后，“哈利甚至没有张嘴抵
抗，大脑一片空白，魔杖软绵绵地指着地面。”
我仿佛看到了一位少年满脸痴呆状地站着，心情
也跟着紧张，担心起来。再如“他又向邓布利多
发射了一个杀戮咒，但没有击中，打到了保安桌
子上。”我的心不禁一会儿高高提起，一会儿又
缓缓平复。这种精彩的情节还有很多，令人看得
停不下来。
此外，这本书中的人物个性鲜明。如哈利·
波特，他勇敢地大战伏地魔；如伏地魔，他心肠
歹毒，不惜对少年施出致命咒语；马尔福，他目
中无人，多次辱骂赫敏是“泥巴种”（魔法世界
对普通人父母的孩子的称呼）；再如乌姆里奇，
像毒马蜂似的给哈利关两周禁闭。
横河中心小学 五 （4） 班 孙婧
小记者证号：A22505003

记家中的祖孙俩
我的姐姐是一条名副其实的鱼。她的身材十
分苗条，像一根飘动的丝带。她非常喜欢游泳。
每天晚上都要去游，而且游得又快姿势又优美。
有一天，我和姐姐一起去游泳。只见她飞快
地热好了身，然后一个旋转跳跃，一下子钻入了
水中。一转眼的功夫，她已经游了一个来回。
有一次，我拼命地游啊游，却没注意到我已
经游到了深水区，吓得直接沉了下去。我用力地拍
着水，幸好姐姐飞快地游了过来，一把抱住我，我
得救了。姐姐不仅喜欢游泳，还爱像小鱼一样喝
虾米汤，其实她是喜欢吃小虾米。有一天，妈妈
没煮虾米汤，姐姐就犟着嘴，一脸的不开心。
我爷爷是一头熊，他又高又胖，力气更是大
得无人能比。记得有一次，我不小心打碎了一只
爷爷最爱的精致又珍贵的杯子。爷爷听到声音
后，立刻跑了过来。我吓得立马躲开，好怕被爷
爷的熊掌拍成照片。
在睡觉的时候，更要小心爷爷的呼噜声了。
有一次，我住在爷爷家，刚从梦中惊醒，一声巨
雷般的呼噜声传到我的耳朵里。吓得我差点滚下
床。唉，爷爷，你的呼噜声可是非同一般啊！如
果真熊听了估计也会吃惊地掉了下巴。
实验小学 四 （1） 班 华芊语
小记者证号：A22014109 指导老师：施亚君

日新月异的未来
在日新月异的未来，我们的生活会大大改善。
早上醒来，床自动变成了洗手间，里面的东
西很齐全，当你刷牙时，水会自动调节温度，不
烫也不冷。当做作业时，点击红色按键，文具、
作业就摆到了床上，再点一下，床就“吐”出了
桌椅，在上面写作业可舒服了，还有特制的光
线，眼睛绝对不近视。如果想看会儿电视，喊一
声“开”，电视马上会从衣柜里露出来，想要看
什么只要说一声就可以。床还可以变换位置，这
样可以有不同的效果。晚上睡觉时，床会自带加
热功能，不到五秒钟，床就热得像个火炉，晚上
睡觉时再也不感觉冷了。当你做梦时，床会把你
的梦通过特制的天线输送到显示屏上。一大早，
你就可以看看自己做了什么梦。
在日新月异的未来，我们的生活会更加舒
适，更加便捷。
阳光实验学校 402 班 徐业成
小记者证号：A22144052 指导老师：鲍维维

有你，
真好

写给眼睛

重建中华，是谁不惜牺牲自己做前锋？是谁愿
做野草等待地下火烧？是谁俯下身子为受伤的人敷
药？答案就是您——我敬爱的鲁迅先生。
我们谁也不会忘记，在那个黑暗的社会：张勋
复辟，学生罢课，工厂罢工，市场罢市，就是为了
抵制那个无耻至极的巴黎和约。
那时候，是您写出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部白话
文小说 《狂人日记》，来推翻旧文化，倡议新文
化，竖起了新文化运动的一面大旗；是您把笔当作
“匕首”、“刀枪”一般向敌人刺去，你揭开了反动
派一张张丑恶的嘴脸；您也有失败，但您对反动派
鄙夷、轻蔑，用自信和乐观来面对生活。
虽然中国的历史上已经刻上了您永垂不朽的
名字，但中国的现代文学史上您也流芳百世。您
用 《彷徨》 揭示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中国老百姓
不平等的地位。您用 《朝花夕拾》 回忆了您小时
候的人和事，对阿长、藤野先生、范爱农等深深
的怀念……有人说您的文章过于偏激，但我不那
么认为，你那时是为我们那个“无可救药”的国
家寻找了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啊！“无情未必
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这是对您一生的写照
啊！
慈吉小学 六 （12） 班 岑恩惠
小记者证号：A22126067

我的眼睛，你还好吗？你虽然穿上了蓝色的大
衣，但你还是我身体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你，让我看见了这美丽、新奇无比的世界：看
到了祖国的大好山河；看到了一幢幢耸立的高楼大
厦；看到了神奇的大自然中形形色色的动物昆虫；
看到了伟大祖国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看到了
我们美丽的校园；看到了……你就像一对闪亮的水
晶球，陪伴我一生。通过你，让我发现这个世界的
丰富多彩。我要对你说声“谢谢”，但也要对你说
一声“对不起”
。
因为我的多种不良习惯，导致你“生病”了！
我有许多坏习惯，比如：有时晚上睡觉前，习惯趴
在床上或躺在床上看书；有时熄灯后，我偷偷打开
小夜灯看书；有时在颠簸的车上看书；有时趁中午
期间，边吃饭边长时间看电视……这些坏习惯始终
影响着我，我希望自己时刻提醒自己，来改掉这些
不好的习惯。故接下来计划：每天定时做三次眼保
健操；每次端正姿势看书及写作业；尽量不看电
视，即使看也是经过父母同意并缩短时间；经常看
看绿色植物等。
眼睛，我再次向你说声“对不起”，我承诺，
今后我要更加爱护你，不再让你这个“病”更加严
重！
小朋友们，如果你现在拥有一双健康的眼睛，
请一定要好好保护它，如果你的眼睛跟我一样已经
生病了，请不要再让它更加严重了！让我们一起来
爱护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一起发现更加美丽新奇的
世界！
慈吉小学 四 （12） 班 虞镐泽
小记者证号：A22124134 指导老师：王晓霞

我的心儿怦怦跳
“今天晚上要竞选班干部啦！”有些同学大声
喊道。我急忙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写起了草稿。
因为上学期一直想竞选纪律委员，可一直没有竞选
到，今天我想再挑战一次。
到了晚上，到了竞选的那个时刻。等我听到
“请张添溪上讲台演讲！”我那不争气的脚发起了
抖，走路都一摇一晃的。上了台，我的心怦怦地
跳，都不知道手应该放哪儿了，脑子里一片空白，
疙疙瘩瘩地讲着零星记得一点点字词。“啊欠！”我
打了个喷嚏。这下倒好，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那
也太尴尬了吧，我只好自己开始胡编乱造词语。
也不知过了多久，终于讲完了。我紧张地回到
自己的座位上，用手擦了擦汗，也不知手上也有
汗。经过一次次的投票，要公布结果了！“恭喜
……”老师停了一下。我怀里像揣了一只上蹿下跳
的兔子一样。“张添溪当上了纪律委员！”我的双眼
发出了光，心里还有一点疑惑。
回到了宿舍，我好像还停留在那一刻。激动得
睡不着觉，幻想着明天我怎么管理班级。
到现在我还记得心怦怦跳的感觉。
慈吉小学 四 （8） 班 张添溪
小记者证号：A22124107 指导老师：徐一唐

第一场雪
2021 年 12 月 28 日的中午，我正在吃饭，同学
突然叫起来：
“下雪了，下雪了，快来看呀！”一开
始还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直到看了一眼窗
外，我才相信。我也跟着欢呼起来，赶紧跑到楼
下。看见有的雪花在空中翩翩起舞，像一个爱跳舞
的小女孩。有的雪花太胖了，一头栽进地里，哇哇
大叫道：
“哎呦，痛死我了，痛死我了。”有的雪花
斜着落下来，好像在坐滑滑梯。同学们呢？有的张
开双手，在雪地里快乐地转着圈，有的把围巾从脖
子上摘下来，想把雪留下，但雪一碰到围巾就消失
不见了。而我张开嘴巴，想让雪花到我的嘴巴里
来。
有的雪花落到了草丛里，草丛就像开了从从白
色的小花，美丽极了。有的雪花落到了小朋友的头
上，弄得小朋友的头发都湿了，我觉得雪花们一定
在偷偷地笑。直到现在，我心里还有一个问题，雪
花融化了之后，都到哪里去了？
慈吉小学 四 （5） 班 王艺歆
小记者证号：A22124084

摘葡萄柚
前几天，外公跟我说院子里的葡萄柚和红美人
熟了。所以周末我就早早地起床去外公家，打算摘
满满一箩筐。
之前在水果店看到过很多种柚子，有酸酸的普
通大柚子，也有稍微小一点可味道很甜的泰国柚。
但是今天，我们要摘的是更小的葡萄柚。
我满怀期待地来到外婆家，但是柚子树长得实
在太高了。正在我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外公扛着
一把梯子过来了，“太棒了”，我兴奋地喊出了声。
就这样，在外公和爸爸的帮助下，我顺利地摘到了
我的第一个小柚子，紧接着，第二个、第三个……
等摘完下来后我发现自己竟然摘了 8 个柚子。
摘完柚子，我和弟弟打算吃个够，葡萄柚酸酸
甜甜的，美味极了，还有很多汁水。外公的柚子种
得可真好啊！回家前，我和外公约定了，明年要一
起种一棵柚子树，我不仅要收获满满的果实，更要
体验种柚子的过程。
慈吉小学 双语 2A 班 王睿涵
小记者证号：A22122093

噩 梦
“救命啊！救命啊！”一条红色的巨型毛毛虫
向我迎面爬来，它全身上下肥得让人恶心。尤其是
它那腮帮子，那叫一个鼓啊！它的脚竟然朝天长
着，随着身体的蠕动微微颤动着。
我正想撒腿就跑时，它抢先一步把我卷进了一
个又黑暗又潮湿的古董盒子。里面狭窄得几乎没有
一丝多余活动的空间。我用尽全身的力气推着盒
盖，但那笨重的盒盖丝毫没有一丝动静。
突然从盒子外面透来一丝光线。锁扣中伸进来
一团黏糊糊软趴趴的东西！啊！竟然是毛毛虫的
脚！
我一下子被吓醒了。这肯定是玛丽干的“好”
事！
第三实验小学 一 （9） 班 张艺初
小记者证号：A22031026 指导老师：林燕

那儿真美
去年冬天，我们一家四口去了美丽的海南。
去的时候已经是半夜里了，我们还在宁波栎社
国际机场候机楼里等了很久。时间一分一秒地过
去，飞机终于来啦！我坐上飞机的那一刻，心就开
始期待起来。
我们来到了海南文昌，这里是盛产椰子的地
方，到处都长满了椰子树，挂满了又大又圆的椰
子。听说这里的椰子果皮较厚，果肉白色嫩滑，里
面的椰水甘甜香纯，非常好喝。我们住在爸爸的朋
友家里，因为那一片别墅都是用他家的地造的房
子，所以我们称他为“地主”，他非常热情好客，
时不时地会给我们送来很多水果，有椰子、莲雾、
木瓜，还有很多我叫不出名字的水果。他们家还养
了很多鸡，都是吃椰子肉长大的，怪不得他们的鸡
吃起来有一股椰子的清香，这就是名副其实的海南
“文昌鸡”
。
我们还自驾去了海南的三亚，那儿的天空很
蓝，海水很清，在沙滩边，蔚蓝的天空下，大海一
望无际，远远望去，海和天连到了一起，我想“海
天一色”就是描写这样的景色吧！我和弟弟最喜欢
玩沙子了，我们在沙滩上用沙子堆城堡，做各种各
样的图形，还发现了很多有趣的小动物——寄居
蟹，它们就像海洋里的小精灵，在沙滩上爬来爬
去，随着海浪此起彼伏，用手一碰，它们还会躲进
沙堆里。就是它们，向我们诉说着海洋里有趣的故
事……
那儿真是太美了，我喜欢这次海南之旅！
阳光实验学校 305 班 芦翊
小记者证号：A22143047 指导老师：胡珊珊

第一次一个人睡
那天，妈妈对我说：“乐乐，你已经是个大姑
娘了，该试着一个人睡了！”我大吃一惊，因为自
己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黑暗，所以很不乐意，缠着
妈妈好说歹说，可最后还是要面临现实。
晚上八点，我飞快地刷了牙洗完脸，便上了
床，忐忑不安地关了灯，我把全身都缩进被子里，
只漏出个小脑袋，朝窗外望去，突然在窗外闪过一
个白影，看到似乎有一个人在窗外用眼睛瞪着我，
而且披头散发的，啊！鬼啊！我吓得直发抖，身上
发出冷汗，汗毛竖起，我的灵魂好像也弃我而去
了。
当我回过神来，才发现是我的白色毛衣。我松
了一口气，原来是虚惊一场，我想这下应该可以睡
个安稳的觉了。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突然吹来
一阵狂风，吹得外面呼呼直响，窗外的衣物都动了起
来，我直打哆嗦，所以又产生了一个错觉：一个影子
在我面前飘来飘去，吓得我闭上了眼睛，可是我又想
起以前听过的鬼故事，什么吸血鬼、吃人鬼……
那一夜过得可真漫长啊！不过现在回想起来，
那都是自己吓自己的，哪有什么鬼啊！
慈吉小学 四 （5） 班 岑乐
小记者证号：A22124078 指导老师：胡利娜

窗 外
每当我推开窗的时候，就能看到一些平常都无
法欣赏的景象。
望向窗外，天空是惨白惨白的，乌云密布，老
天爷似乎把一盆墨水打翻了，天空一点儿一点儿变
成灰色，最后终于变成了全灰色。“滴答，滴答”
雨开始落下来了，我连忙关窗，雨滴打在窗户上，
打在屋顶上，打在枝叶上，
“滴答，滴答”，像是小
雨点在窗户上开启了一场音乐会，不知是哪个小雨
点带的头，雨势逐渐大了起来，仿佛整个世界都被
雨雾围绕，“唰……”这声音，使原本的音乐更加
疯狂，时而有一道闪电闪过，这声音，这景象，怎
么能让人内心保持平静？渐渐地，像是高潮过后，
雨点们似乎是没了力气一样，只剩下零星的声音。
我推开了窗，发现楼下下起了小伞花，渐渐地，雨
停了。
雨后的空气不再是闷热的，带着一丝清新，花
草树木都仰起了它们的头，贪婪地享受着清新的空
气，令人惊喜的是，天边出现了一道彩虹，如此美
丽。我一边享受这清新的空气和美景，一边期待着
下一次去推开窗，去享受。
实验小学 五 （2） 班 卞贝贝
小记者证号：A22015007 指导老师：翁微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