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我参加了由市新华书
店和黄山小记者工作室联合举
办的绘本故事分享会，聆听了老
师讲解《勇气》绘本故事。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勇气是
独自上高台跳水，勇气是骑单车
不要辅助轮，勇气是花儿很美却
不摘它，勇气是和新朋友打招
呼，勇气是沙堡被踩坏了可以重

新砌，勇气是消防员叔叔救人不
怕危险……

对我而言，勇气就是能举
手回答问题，勇气是晚上独自
睡觉不怕黑，勇气是遇到困难
不害怕，勇气是没有考好不气
馁……

我要做个勇敢的人，既能学
会独立，还能保护爸妈。

第 6 版

小记者天地
2019年 11月 29日 星期五E-mail/hsxjzgzs@163.com

“我们四个人，咔嚓咔嚓地吃着苹
果，往寝室走去。月亮非常好，贝壳一
样白白亮亮的，一种令人愉快又陌生的
亲密伴着苹果的香甜在我们之间弥漫
开来……”这是我从散文《今晚有球赛》
中读到的句子，从这个句子中我感受到
美和快乐。

这篇散文中“我”、“猫”、谢菁华、袁
小莉是体校同学，接到老师分配的任
务，去体育馆负责一场球赛的售票和检
票。四人在日常相处中，并不融洽，队
长谢菁华，羡慕“我”腿长，妒忌“猫”长
得漂亮，最让她心里有疙瘩的是“我”还
有“猫”是城里人，所以她选择和同样来
自乡下的袁小莉做死党。来看这场球
赛的人特别多，票很快要售空了，买票
的队伍还很长。队长谢菁华提议检票
时不撕票，反复卖。结果比应收的钱多
出了八块三，这多出的八块三，也只有
他们四个人知道。

看到这里，我真为他们捏把汗，他

们会交出这八块三吗？我悬着一颗心
继续往后读。队长谢菁华把这八块三
分开，另外用一张纸包好，并说：“这是
我们额外挣到的，没人知道呢。”见我们
都不吭声，谢菁华笑了起来：“好啦，别
胡思乱想了，这是公家的钱，没人知道
也要上交。”最终他们得到了会计奖励
的红苹果，他们四个人，咔嚓咔嚓地吃
着苹果，往寝室走去，这是他们吃过的
最好吃的苹果。这四个平时相处并不
愉快的女孩子，在球赛之后的那个夜
晚，建立起一种愉快又陌生的亲密。

文中对四个人咔嚓咔嚓吃苹果的
这段描写，让我想起了上学期的一天中
午，老师宣布：“本学期开始，每周一、周
三午餐后学校要给大家发水果吃，今天
发的是苹果。”话音刚落，教室里就炸开
了锅，在学校里吃苹果这可是头一遭！
连一贯不爱吃苹果的我，也按捺不住内
心的激动。老师让大家按照小组顺序
上讲台拿苹果，我是最后一小组的，还

早着呢。我眼巴巴地盯着讲台，我发现
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小苹果很快被大家
拿光了，剩下的都是又红又大的苹果，
老师站在一旁，笑眯眯地望着大家。轮
到我们一桌时，苹果已经分光了，老师
说还缺两个苹果，派我去食堂领。我一
路小跑，一不留神有个苹果滚下地，摔
得稀巴烂。真是糟糕，如果被老师发现
又要说我马大哈了。幸亏回到教室时，
老师已经离开，同学们正有说有笑地吃
苹果呢。我的同桌早已望眼欲穿，一边
冲我招手一边大叫：“宋雨桐，快把苹果
给我！”

说起我的同桌，他可是我班一号魔
头，上课坐不住，下课总闯祸。我已经跟
这家伙同桌三年了，做梦都想摆脱他，可
是能有啥办法，谁让我是班长呢？老师
总说让我管着他。我递给他那个完好无
损的苹果，他却嚷嚷道：“你的那个拿出
来让我比比，别以权谋私。”我把苹果往
桌上一放，没好气地说：“你自己瞧仔细

了！”同桌看看桌上的苹果，先是一愣，然
后嬉皮笑脸地说：“就知道你的苹果比我
的大，我们换一个！”我还没吭声，他已经
抓起那个摔烂的苹果往水池跑去了。一
反常态的这个举动，让我愉快又陌生。
再看看周围的同学们，各有各的吃相：

“大嘴”张启杭一张嘴，苹果已经缺了小
半个；“小老鼠”邱博辰用他那排老鼠牙
在苹果上嗑出了一排牙印；“卫生部长”
汪子涵，早在桌上铺好了纸巾，用来放她
啃下来的苹果皮。教室里弥漫着苹果的
香甜，奏响着和谐的乐章，在这曲乐章
里，我细细品尝着苹果。

现在想来，那个苹果应该是我吃过
的最好吃的苹果了！

老师评语：小作者能联系自己生活
经历来读书，抓住这篇散文中最能与作
者产生共鸣的句子为切入点，赞美集体
的力量。语言生动，内容具体，表现出
无限童真。

指导老师:丁海英

一日实践活动
□岩寺镇中心学校小记者站 程曦

最好吃的苹果
□海阳二小小记者站 宋雨桐

今天，我们五年级学生都去青少年
活动中心参加实践活动。

上午，在青少年活动中心美术教
室，我找了个位置坐下。教我们画脸谱
的是一位漂亮的女老师。她先教我们
认识了要用的材料，而后用 PPT给我们
演示了脸谱的由来、标准和色彩。老师
说：“脸谱是对称的，要用铅笔画出中轴
线，再画对称的图案，画好后才能上色，
如果颜料太干，可以沾点水再画。”

不一会儿，我就把大体的形画出
来了，重点就在涂色，我打算用黑色、
白色和红色来涂。我要用黑色做底
色，因为在古代脸谱中，黑色代表清官
和正义、正直的人。涂完色后，老师夸
我颜色搭配的好，涂得很均匀，我自豪
地笑了。

吃过午饭已经十二点半了，我们又
要出发了，下午要去黄山北站对面的博
物馆学习印刷术。我们一起排队上了

中巴车。过了一会儿，车子终于开到了
博物馆。我们上了三楼，找到位置，系
好围裙坐了下来。每一桌都会有一个
姐姐来教导我们，最后姐姐会把我们印
刷的《弟子规》用线穿成一本书当做纪
念送给我们。姐姐给我们每个人十张
宣纸，用滚轮滚墨，把墨滚到有字的木
板上，要多滚些墨，然后把宣纸光滑的
一面放在木板上，要和木板对齐，然后
用干净的滚轮均匀地在宣纸上滚动，让

字都印在上面，滚完后再把宣纸拿起来
放在一旁晾干。每个人要印十张，我很
快就印完了，洗完手回来，姐姐把书都
装订好了。我拿到书翻开一看，虽然字
迹还有些模糊，但这都是我自己努力的
成果。

今天的实践活动，不仅让我开拓了
视野，还锻炼了我的动手能力，真喜欢
这样的实践活动！

指导老师：吴玉霞

探访徽州府衙
□行知小学小记者站 陈梓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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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阳小学小记者站 程心怡

误 解
□文峰学校小记者站 吴灿

作文课前，小动物们都在
准备写作文需要的东西：作文
书、钢笔、铅笔、橡皮……

“咦？我的百合胶带呢？”
小毛芊葵焦急地说。这话让同
桌小花狗小希听见了，问道：

“芊葵，你的百合胶带长什么
样？”小猫芊葵说道：“它是圆形
的，上面还有许多的百合。”

于是，小希就在教室里，一
个一个地挨地儿找。这时，她
看见小兔缪缪的抽屉里有一个
百合胶带，便问：“芊葵，这是不
是你的胶带？”芊葵走过来一看
大叫道：“对！这就是我的百合
胶带。”这时芊葵似乎想到了什
么，她对小希说：“走，我们告诉
找老师去。”小希点点头。

她们俩找到了绵羊老师，
芊葵说：“老师，缪缪偷了我的
百合胶带……”老师听完她们
的想法，让她们先回教室。随

后，绵羊老师来到教室，让缪缪
和芊葵一起起立，问有没有看见
芊葵的百合胶带。

“我没有。”老师相信，但无
论缪缪怎么委屈地解释，芊葵都
肯定那是她的百合胶带。

于是绵羊老师当场给两位
家长打了电话。电话里缪缪妈
妈说，缪缪的作文在动物王国获
得一等奖，百合胶带是送给她的
奖励。就在这时，坐在芊葵后面
的小山羊蒨蒨在自己的板凳下
面发现了一个百合胶带。就这
样，这个误会解开了。

芊葵惭愧地低下头说：“对
不起，我不应该冤枉你的。”

“没关系。”
“那我们还是好朋友吗？”
“当然。”缪缪温柔地说。
于是，她们成为了动物王国

最要好的朋友。
指导老师：徐淑琼

徽州府衙坐落于歙县县城中
心，背靠问政山脉，面临练江，可谓
依山傍水，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
势。

我们经过陶行知纪念馆，走过
许国石坊，穿过阳和门，便来到了
徽州府衙。府衙正中大门为仪门，
过去只有举行大型活动或接受圣
旨时才会打开。仪门两旁各有一
门：一个是供官员或百姓平时进出
的，另一个也叫“鬼门”，是供犯人
进出的。

我们从边门进去右转，就来到
了一个小广场。以广场为中心，府
衙内部的布局是“左文右武”，左边
是礼房、户房、吏房和承发科，右边
是工房、刑房、兵房和堪合科。广
场上有一个小石亭，石亭里立着一
个碑，上面刻着“公生明”三个字是
明辨是非的意思，代表着公正、公
平，政治清明方能造福一方。

再往前，有左右两个小亭子，
为“息民亭”，顾名思义，就是让百
姓休息的地方。古时百姓之间如
果发生矛盾，进了府衙就坐在亭
里，府衙会派一个官吏，试图通过
劝说来化解矛盾，如果不行，就得

“对簿公堂”了。

走过“民息亭”，拾级而上，就
到了府衙公堂。公堂里阴森而庄
严，抬头就可以看见一个大大的
匾额，上面写着“明镜高悬”，匾额
正下方是法官判案桌子，桌子前
下方有一块正方形的大地砖，百
姓上堂告状申诉就跪在那里。这
块地砖可有讲究了，百姓得规规
矩矩地跪在上面，如果超出了石
砖，就表示对堂上“青天大老爷”
的 不 尊 重 ，后 果 可 是 不 堪 设 想
的。我想，这可能也是对大堂法
律敬畏的体现吧！

随后我们又参观了二堂和官
员家属休闲喝茶的后花园，最后在
白墙黑瓦的迎送下离开了府衙。
人在归途，可我的心依然沉浸在那
大堂上，我仿佛看见了百姓在那里
诉说自己的冤屈，官员在那里辛勤
地办案。在府衙里，正义得到了伸
展，邪恶受到了惩处。

我好像明白世世代代修复府
衙的原因了，因为那里虽是官府，
却有百姓的“一席之地”，人们修筑
的一砖一瓦都书写着造福于民的
愿望，有它的庇佑，百姓的生活才
能幸福安定。

指导老师：洪仙娥

绘本故事分享会感想
□东城实验小学小记者站 朱荣臻

“ 吹 呀 ！ 快 吹 呀 ！”“ 要 掉
啦！”“耶”一场激烈的吹鸡毛比
赛正在室外举行。

我是 A组，与我搭档的是一
位男同学。比赛开始了，老师把
鸡毛举得高高的，一松手，鸡毛
缓缓地下降。我纵身一跃，其他
三位同学也紧跟着往上跳，我憋
足了气使劲一吹，鸡毛就像喷气
式飞机一样冲了出去。对手也
毫不示弱，朝着鸡毛使劲吹。鸡
毛就像羽毛球一样，在空中飞来
飞去。突然，对方使劲一吹，鸡
毛不见了！正当我寻找鸡毛时，
听得身后一声闷响，原来是队友
正躺在地上奋力地吹，只见鸡毛
又飞到了高空，缓缓地飘着。趁
对方不注意，我突然使劲一吹。
哈哈，赢了一局！

第二局时，鸡毛忽上忽下、
忽左忽右，“呀！吹歪了。”鸡毛
一下子跑到了栓绳子的柜子旁
边，正当我心急如焚时，旁边传
来焦急的声音“往柜子里吹！”原
来是队友，我突然想起老师宣布

规则时说吹到柜子里本局重来，
于是我使劲一吹……新的一局
开始了，经过前两局的配合，我和
队友已经十分默契。我们一起跳
了起来，合力一吹，把对手打了个
措手不及，我们就这样赢了。

接下来是 B 组。鸡毛又开
始了舞蹈。突然，鸡毛像龙卷风
一样盘旋上升，越飘越远，汪思
然同学也跟着鸡毛退后。呀！
被桌子挡到了，他的腰弯得快成
90度了。咦！他的队友呢？原
来在一旁笑得合不拢嘴呢！真
是“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
一样的队友”哇！再看这边，鸡
毛依然自顾自地往后飘……

“哈哈”……在一片欢声笑
语中，这场激烈的比赛就结束
了。这场比赛告诉我们：一个人
的力量是渺小的，但一群人的力
量是巨大的，无论做什么事，只
要紧密配合、团结合作，就能获
得成功。

老师评语：描写真切、灵动，
内容丰富具体。

鸡毛吹吹吹
□长干小学小记者站 章耀文

爱在秋天
□碧阳初中小记者站 梅宇

一个善良、调皮的男孩——龙隆
隆，一只神奇，能听到秘密的听诊器，一
个个发人深省的道理……凝聚成了一
本魔法童话书——《魔法听诊器》，让我
看得如痴如醉。

跟着那华丽的文字，我走进了晓
娜姐姐这本魔法书，于是《魔法听诊
器》的故事向我娓娓道来：一个叫龙隆
隆的小男孩无意中得到了一只听诊
器，这只听诊器竟然能听到隐藏在心
里的秘密。借助这神奇的听诊器，龙
隆隆听到了家具的声音、西瓜的声音、
杨老师心里的声音……津津有味读到

爸爸妈妈的战争篇章时，心里很不是
滋味，怎么龙隆隆的爸爸妈妈总是互
相误会？长叹一口气，英雄变狗熊，哈
哈！这回，龙隆隆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了，真是比窦娥还冤呀 !强强联合是取
胜的关键，看着张雨果和欧阳雪兰天
衣 无 缝 的 组 合 ，我 咀 嚼 出 了 很 多 道
理。一页、两页……我贪婪地读着这
本书，仿佛蝴蝶飞进了花丛中，嘴角还
挂着丝丝抹不掉的微笑。

魔法听证器？它好像要告诉我们
什么，我默默地在书中寻找答案，啊！
我找到了。顿时，我明白了作者的良苦

用心：人应该做一个表里如一的人，自
己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做，你骗得了
别人，还能骗得了自己吗？这句话如同
一面镜子，照出了我的不足：一次考试，
我遇到了拦路虎，打草稿、列算式……
可怎么也算不出来，眼看要交卷了，我
赶紧瞥一眼同桌的试卷，把那道题抄
了下来。试卷发下来，虽然我得了高
分，可是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这应该是
做贼心虚吧！老师经常说要做诚实守
信的人，可我怎么就挡不住诱惑，丢失
了无价之宝呢？这不是表里不一么？
书中写出了我的心声：姚老师偏心，故

意给杨老师的班级扣分，让她们得不
到流动红旗；张雨果想当服装设计师，
让她说，她却装作想当文学家的样子
……她们都表里不一。这本书如同无
声的老师，告诉我生活的哲理，今后我
一定不忘初心，知行合一，自己心里怎
么想的就怎么做，既对得起别人，更对
得起自己。

我盼望着自己有一只神奇
的听诊器，更希望自己能做
一个表里如一的人，这
本书是我成长的盛宴。

指导老师：张爱玲

知行合一
——读《魔法听诊器》有感

□碧阳小学小记者站 余彦妮

秋至，大地成了神秘的童话
世界！

那金黄的田野里，便是一片
丰收的景象。棉花羞答答露着
它那白净的小脸。玉米把它那
白 色 的 胡 须 换 成 了 金 黄 色 的
了。农民伯伯腰上系着棉花兜，
正笑呵呵收着棉花。孩子们也
没闲着，他们在玉米地里掰着玉
米，有的孩子则找来干树枝，熟

练地烤着玉米吃。
走在秋天的乡间小路，我会

情 不 自 禁 忆 起 一 句 句 唐 诗 宋
词。“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
二月花。”“自古逢秋悲寂寥，我
言秋日胜春朝。”多么优美的诗
句啊！

我喜爱这神秘的秋天，喜爱它
的变幻莫测，甚至喜爱它的一切!

指导老师：王 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