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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让你独自一人周游世界，又只
能带一样东西，你会带上什么呢？似乎
很难做出选择。“嘿！那你呢？你会带
上什么东西？”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她：

“这个嘛，当然是一支笔啦。”朋友疑惑
地看着我问道：“笔？为什么是笔？”

是啊，一支笔！一支笔有什么用处
呢，它又能干什么？

湛蓝的天空上飞翔着成群结队的
海鸥，水天一色，交相辉映。金黄的沙
滩上，大大小小的海龟静静地躺在上面
懒洋洋晒太阳。郁郁葱葱的树林中，鸟
儿昂首高歌，小动物聚在一起谈着话。
大树舒展着枝条，给动物们提供住所
……我们何不用手中的笔去记录呢。
我们拿起笔，用笔诉说自己的心声，用

笔谱写一曲生活的赞歌，用笔挥写出一
个个荡气回肠的文字，用笔绘出日出日
落，靓丽风景。这又何乐而不为呢？

当我们旅行回来，再翻开用笔记录
下来的种种趣事，道道风景，心里一种
满足感和自豪感就会油然而生。古有
马良神笔，近有袁武携笔上路。我们何
不做“今”，夹笔环游世界呢？

也许有人会带上食物，带上朋友，
但我会带上笔。平常而又不平凡的
笔，珍贵而又常见的笔，普通而又独特
的笔。

这就是我的选择。
朋友又问“笔对你来说，是什么呢。”

“噢。这个啊。因为笔将会是陪伴我一
生的伙伴。”我想了想，如是回答着。

我和“哪吒”的一天
□新安小学小记者站 方睿卿

周游世界笔为侣
□现代实验学校小记者站 王以雯

在芜湖方特体验了大闹水晶宫后，
我多么想真正见到哪吒啊！一天，我在
睡梦中，发现一道门，里面露出一条红
色的带子，我使出九牛二虎之力一拉，
出来个好家伙——混天绫。

“我是小妖怪，逍遥又自在……”我
一看，门里大摇大摆走出来一个人，他
是 谁 呢 ？ 没 错 ，就 是 大 名 鼎 鼎 的 哪
吒。我赶紧把混天绫还给哪吒，请他
到沙发上坐下，拿出我所有的零食给

他吃。哪吒吃饱后说：“你能带我到你
们的城市游玩一下吗？”我立马说到：

“当然可以，咱们去上海的迪士尼玩
吧！”哪吒露出一副疲惫的样子说道：

“上海？我可不去，刚刚闹了东海都累
死人了，你还让我去闹上海不成？”我
一听这话，哈哈大笑，脑子里突然闪过
一个念头，带哪吒去踢毽子，但是哪吒
力气大，我得做好万全准备。我找来
一只很软的毽子，然后穿上棉衣，来到

一大片空地上，我还小心翼翼地对哪
吒说：“你可得轻着点哦，你不轻点我
就要被你踢飞了。”他听后轻了好多，
哪吒真是踢毽子高手，各种花样都踢
得特别棒！

玩了好久，我提议哪吒带我到天上
去看看，哪吒玩开心了，爽快地答应
了。哪吒驾着风火轮带我来到了天宫，

“金光万道滚红霓，瑞气千条喷紫雾”，
我一下子就被眼前的景象吸引住了。

哪吒拉着我参观了玉皇大帝的凌霄宝
殿，看到了各路神仙：他的父亲托塔天
王李靖、太白金星、赤脚大仙、千里眼、
顺风耳……

我还想多看看，哪吒提醒我：“天上
一天，地上一年哦！就这一会儿，地上
一天就过去了。”话音刚落，我还来不及
反应就被哪吒带回了自己家，哪吒摆摆
手又飞走了。望着哪吒消失的地方，真
是一个逍遥又自在的小妖怪啊！

谢谢您，雨果先生
□碧阳初中小记者站 黄欣如

雨果先生：
您好！前些日子，我拜读了您的大作《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致巴特勒上尉的

信》，我真是收获颇丰。
作为法国著名作家的您，当巴特勒上尉向您征求意见时，您并未符合其所说，

您站在了人民这边，站在了正义的这边，站在了人道主义这一边。
在您看来，圆明园不仅是中国的梦想，同时也是世界民族的瑰宝。“请您用大理

石，用玉石，用青铜，用瓷器建造一个梦，用雪松做它的屋架，给它上上下下缀满宝
石”，这也是您的梦。

全世界中有无数个角落都有这样震惊世人的奇迹。希腊的巴特农神庙，埃及
的金字塔，罗马的斗兽场，巴黎的圣母院……

这些都在岁月中衰败，在历史中渐渐远去。大家可能没有一睹它们的尊容，但
它们一定在您梦中出现过。“在不可名状的晨曦中依稀可见，宛如在欧洲文明的地
平线上憋见得亚洲文明的剪影”，这便是世界的奇迹。

当英法政府在为洗劫了圆明园而窃喜时，您发出了正义的声音，大胆地抒发了
对这种强盗行为的内心感叹，文章通篇似乎没有直白对英法联军的批判，但那反句
读起来却大快人心！您作为一个赞叹者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艺术无国界”,您诠
释了这句话的真谛，您的深明大义换来的将是全人类对您的尊敬。

谢谢您，雨果先生！
一个不会忘记历史的人

2019年 10月 5日
指导老师：王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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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阳二小小记者站 周欣然

握鸡蛋
□海阳二小小记者站 朱奕航

一天，汪老师布置了一项
特别的任务——“握鸡蛋”。我
听到这个任务，不以为然，我
想，鸡蛋有什么好握的？一握
就碎。真可谓是“张飞吃豆芽
——小菜一碟”呀！

但是，当我拿起一个生鸡
蛋，想一下把它捏碎时，我费了
九 牛 二 虎 之 力 也 没 能 把 它 捏
碎 ，我 认 为 是 我 的 力 气 太 小
了。我又让我的爸爸握这个鸡
蛋，结果也是一样的。我想，像
爸爸力气那样大的，都捏不碎，
这不合理呀！我疑惑不解：这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于是，
第二天，我带着疑问去了学校。

上语文课时，汪老师让我
们正式开始做游戏。先是我们
自己握，有鸡蛋的在握着，没鸡
蛋的就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我
们握了一会儿，老师问我们有
谁把鸡蛋握破了，举手的人一
个 也 没 有 。 老 师 看 到 这 般 情
景，于是便找人单独上来握，上
来的有七八个人吧，个个都是
班里的大力士。首先出场的是
我 们 班 的 重 量 级 选 手 —— 江
涛，体重 120斤的“巨无霸”能否

击败鸡蛋？只见他右手紧握鸡
蛋，用尽吃奶的劲也没能把鸡蛋
握破。下一个是万展豪，他上台
前还自信满满的，不一会儿，画
风突变，他握得面红耳赤，手上
青筋凸起，却还是无能为力。几
位大力士见这鸡蛋坚不可摧，都
只好甘拜下风了。

我见连我们班的大力士都
被鸡蛋打败了，就更加疑惑了，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接下
来，汪老师帮我们解开了心中的
这个谜。

原来，这是“薄壳结构”原
理。鸡蛋表面的曲面结构能够
很好地分散所承受的压力。因
此，即使鸡蛋壳很薄，但它却仍
能很好抵抗外界的冲击。科学
家将这种现象称之为“薄壳结
构”。“薄壳结构”在生活中也有
很广泛的应用，比如“鸟巢”“北
京火车站”“悉尼歌剧院”等建筑
都运用了薄壳结构。

神奇的大自然真有大学问，
连一个小小的、圆溜溜的鸡蛋都
可以给予我们深深的启示。其
实，大自然并不缺少知识，缺少的
只是我们这双发现知识的眼睛。

秋天过去，冬天就慢慢地来了，我
既开心又烦恼。开心的是冬天会有下
雪，那苦恼呢？

前些天，我在家乡的河里玩水，第
二天却感冒了。我浑身发寒，虽然吃了
药，但还是不能缓解，接连两晚我都睡
不着。

第一天晚上，我 7 点上床，连忙把
被子盖好。过了一会儿，我觉得冷，换
了厚的被子。可半夜，我还是冷得直打
哆嗦，只好又找条厚被子，就这样换来
换去，一晚过去了，我已经成了一只“小
熊猫”。

第二天晚上，我改变“战法”，冲了

热水袋放在床头。我一上床，赶快拿起
热水袋捂捂手、捂捂脚，没想到这样更
耗时。啊，我的上帝，您就仁慈几天吧，
让我感冒早点好吧！

第三天晚上，我往床上一躺，发现
床上除了一层薄被子，居然什么都没
有！不过，躺在床上，我却觉得好温暖，
总感觉有暖和的东西铺在床上。这一
晚，我一会儿就酣然入梦了。

早晨醒来，我揉揉眼睛一看，原来
是电热毯在帮我呀。只要插上电源，调
好温度就行了，这可真方便。

“耶，快速驱寒神器万岁！”我忍不
住欢呼。

快速驱寒神器
□阊江小学小记者站 汪锦瑞

梅花赞
□岩寺小学小记者站 吴唯

白雪皑皑风萧萧，
不怕风雪任欺压，
不争美丽只飘香，
香气迷人令人赞。

天气寒冷又如何，
凌寒傲雪当先锋，
先是枝头一点红，
后是林中一片花。

虽是美丽不争春，
默默无言只奉献，
生来只做报春者，
只求迎来满园春。

待到鲜花满山时，
她却不知何方去，
只等隆冬又来临，
她在枝头望您笑。

指导老师：马鸿月

古典名著《三国演义》，讲述
了从东汉末年到晋朝统一期间
发生的故事。书上有上百个主
要人物，如曹操、刘备、孙权、诸
葛亮、关羽、张飞……这些人物
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
令我感动的还是其中的两位英
雄人物——刘备和诸葛亮。

先说说刘备吧！刘备原本是
个卖草鞋的，他能从一无所有到
三分天下而得其一，与他深受百
姓爱戴是分不开的。刘备的能力
主要体现在用人上，先是拜访水
镜先生司马徽，进而幸得忠实的
徐庶，受此二人指点，三顾茅庐，成
功请到了天下奇才诸葛亮。而后
又收服数位博学多才的谋士助他
联吴抗曹，取得赤壁大捷，进而西
攻巴蜀三分天下。他爱民如子，
宁失性命也不丢弃汉室百姓。爱
将胜子，看着赵子龙大将抱着阿
斗杀出曹军重围，心疼地将亲生
骨肉弃之于地。正是因为他有这

些高尚的品质，才赢得了百姓们
的爱戴和将臣们的忠心。

书中描绘的诸葛亮形象身
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
披鹤氅，与常人无异，却非常睿
智，他熟知天文地理，具备文韬
武略，足智多谋。他借东风，草
船借箭，三气周瑜，巧施空城计
……真正令我折服的是诸葛亮
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忠臣精
神，他为了汉室的复兴，多次北
伐，最后死在北伐的途中。

再看看其他人，孙权不过仰
仗父兄基业，建功甚少。周瑜虽
年少有为，但气度狭小，意气用
事。张飞勇有余而谋不足。吕
布一见利忘义之徒也。关羽太
骄傲……

读完这本书，我懂得了做人
要心胸开阔，做事要顾全大局，
只有这样，才能成大事，才能成
为国家的栋梁。

指导老师：朱秀琴

读《三国演义》有感
□宏村学校小记者站 张昊梦蝶

五行中，最多愁善感的，则水也。
水有千姿百态，既动如脱兔，又静如处
子。感情丰富多彩，欲善则善，欲恶则
恶。

水活动时，则有声有色。小到晶莹
剔透，化露珠掉落；温顺娇小，则如雏花
娇嫩；如雨丝，惆怅着，闪着泪光，隐在
湖中作下场雨；如星罗棋布的水滴，映
着周围或如翡翠，或如彩虹绚丽多彩，
分外纯洁，干净得使窗户明净，没有污
点。大到水击石落，洋洋洒洒；如响雷

般轰然击响，哗然落下，溅起一滩浪花；
如海，广阔慷慨，无边无际。当然，水也
会化作洪水，泛滥始，便吞噬了家园、天
空和土地。随意又可恶，处处潮湿，似
狂徒贪婪！又岂能说从善如流，上善若
水？但洪不抵啸，若化海啸兴风作浪，
天地都要给它玩笑作罢！若势不可当
又无害者也，则如潮也，如千军万马袭
来，让人叹为观止！

水既动，也静，如桂林山水，静如
止流，清如明镜，绿如翡翠。在山山

包围中，在树树相衬中，如妃子轻笑，
那美景都融化在空中。如水滩也，是
孩童的欢乐天地，此水伴着欢乐，也
不静了。如日月潭，日月相抱，环岛
中央细水轻流，薄雾弥漫。天上的日
月云辉与地上的山水树木融在一起，
则如一幅美的图画，如《饮湖上初晴
后雨》，就完美地刻画了西湖那美人
般的水。

古人也爱水的情怀啊！“泉眼无声
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日出江花

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风淡淡，水
茫茫，动一片晴光。”“抽刀断水水更流，
举杯消愁愁更愁。”……

人就是这样，多愁善感，欲动欲静，
欲善欲恶。但一样的是水爱善，人也爱
善。

人也好，水也好，动也好，静
也好，善也好，恶也好，千姿
百态也好，多愁善感也
好。爱善才是天性。
指导老师：蒋玉敏

水 颂
□岩寺镇中心学校小记者站 徐佳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