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
先读书。”读一本好书，就如同与一
位高尚的朋友谈话。《朝花夕拾》是
鲁迅先生回忆童年的一本散文集，
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从百草园
到三味书屋》。鲁迅先生用平实的
语言、鲜活的人物、真实的故事，写
出了百草园无忧无虑的生活和三
味书屋枯燥无趣的日子。

百草园里幼年的鲁迅听说何
首乌根像人形，吃了可以成仙，鲁
迅就将何首乌藤连根拔起弄坏了
泥墙。冬天和玩伴一起雪地捕
鸟，幼年的鲁迅性子太急，每次都
捕不到几只。最让鲁迅开心的是
玩累了可以听长妈妈讲各种故
事。从这些事中可以体会到百草
园给鲁迅带来了无穷的乐趣，而
我们今天虽然生活在繁华的城
市，住着高楼大厦，却少了许多生
活的乐趣。我们每天除了上学，
就是补课或者上各类兴趣班，爸
爸妈妈们在一起比的不是成绩就
是什么名校，没有人关心我们真
正想要的童年是什么。我们的童
年趣事有哪些呢？我想，很多孩
子会和我一样，也许是某一次比
赛获奖，也许是和爸爸妈妈一起
干什么或玩什么游戏，却很少有

像鲁迅幼年一样无拘无束地玩耍
的诸多趣事。我们每次出门总是
有大人陪同，难道是我们娇贵了
吗？说真的，我对鲁迅在百草园
的生活有着无限的向往。

后来，由于鲁迅太过顽皮被
送进书屋读书。那时候，每天读
的是文言文，总是仰头、低头、摇
头地大声读，很是乏味。于是调
皮的鲁迅就从书屋后面的小园子
爬进花坛里去折腊梅，在桂花树
下寻蛐蛐，捉苍蝇、喂蚂蚁，有时
被先生发现，少不了一顿责罚。
先生读起书很入神，学生们总是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可以看出那
时教学的迂腐，学生们对教学的
不满。现在的我们坐在明亮的教
室里学习，老师们有着先进的教
学理念，学校开设各种课程，活动
丰富多彩，所以，现在的我们有什
么理由不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呢？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
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我们心中
也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从百草
园到三味书屋”，往后的回忆里同
样有着酸、甜、苦、辣，同样让自己
难忘，同样让别人向往！让我们
把握现在，做最好的自己吧!

指导老师：汪芝英

走进走进走进“““百草园百草园百草园”””
□东城实验小学小记者站 程嘉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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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灿灿的油菜花铺满了春天的
田野，富丽堂皇的郁金香点缀着大
周山石林，粉嘟嘟的桃花也赶集似
的 聚 拢 来 ，参 加 这 百 花 争 艳 的 盛
会。

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看桃花。走
到五里村口，眼前是一大片桃花。春
姑娘用画笔浓墨涂抹，就画出了这楚

楚动人的桃花。桃花一大片一大片，
像朝霞把山染红了。

我像 小 鸟 一 样 飞 到 桃 花 林 中 。
桃花有多少种颜色啊，粉嘟嘟，白如
雪，红似火，真是“桃之夭夭”。一朵
朵桃花静静地挂在树上，好像睡着
甜甜的美觉，有的花瓣全展开了，像
姑娘的脸蛋，有的挤在一起，像蝴蝶

在开联欢会，还有的是花骨朵儿，看
起来饱胀得马上要破裂似的，像一
个个倒挂的小铃铛。春风亲吻着桃
花，风里会散发出淡淡的清香，引来
了蜜蜂，蜜蜂采着花蜜，那花蜜一定
很甜吧？蝴蝶也赶来看热闹，在花
上翩翩起舞，好像在说：“这桃花真
美啊！”

我站在桃花林里，头上是粉嘟嘟
的桃花，身上是红艳艳的桃花，脚下也
是绚烂的桃花，在花的世界里，我成了
花仙子了。

我爱你桃花，你把家乡装饰得美
不胜收，成为名副其实的“桃花源里人
家”。

指导老师：程国英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碧阳小学小记者站 张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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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刚出家门，就和凉风碰了
个正着，让我一连打了好几个喷嚏。
雾也没有散去，笼罩在天空中像盖上
了一层厚厚的纱。不过，这丝毫阻挡
不了我的兴奋，终于可以去上海游玩
了。

到了上海，我们首先来到东方
明珠。在 259 米高的东方明珠全透
明悬空观光廊上，真是让人惊心动
魄，脚下全是透明的玻璃，栏板也是
透明的玻璃。我的心被害怕占据
着，往脚下一看，妈呀，眼睛发花，心

都吊到了嗓子眼，双腿顿时发软，瑟
瑟发抖，不敢往前走一步，呆呆地站
在原地。“妈，我不走了！”我缩回脚，
妈妈鼓励我说：“没关系的，你看那
些孩子都不怕，你也行的。”我抬起
头看去，有的小孩子十分胆大活泼，
竟在那跳了起来，“咚咚”整个站廊
就像在摇晃，但他一点也不惧怕。

“难道真的不会掉下去？”我给自己
打气，慢慢地走出了这最艰辛的一
步，刚走上去，我又担心起来：“万一
这碎了怎么办？我会在不知情的状

况下摔下去吗？”“爸爸，我不敢走
……”此时爸爸拉住我的手，有了爸
爸的保护，我睁开了眼睛，小心小心
再小心地走着，感觉自己在半空中
随时都会坠落，吓得我眼泪都流出
来了，终于走完观光廊，但我的心仍
像揣了只兔子跳个不停。

惊魂未定，我又来到了东方明
珠一楼的上海城市历史陈列馆。一
进展区，首先印入眼帘的是一组组
老照片，记录着上海这座城市的历
史变迁，让我看到了上海的过去。

今非昔比，我再一次感受到了祖国
发展的突飞猛进，也让我对未来的
上海充满了无限向往。不知不觉已
是晚上 8 点，我们恋恋不舍地走出
了东方明珠，在夜空中，东方明珠塔
被笼罩在一派温馨、柔美的灯光之
中，美丽极了。

这次游玩，我学到了不少知识，
受益匪浅。我相信祖国的科技会越
来越发达，我们的祖国也会变得更加
繁荣富强！

指导老师：吴瑞红

东方明珠游玩记
□歙县城关小学小记者站 许天蕾

读《神笔马良》有感
□新世纪学校 严蓉蓉

<<<<<<

今天，我在外公的带领下来到
市新华书店，虽然我每周都会来这
里阅读，但今天我的心情特别激动，
因为我代表我校小记者来这里参加
黄山小记者活动。

按照约定时间签到后，大家都
有秩序坐了下来，第一次以这种
方式和其他小朋友聚在这里，我
心里很紧张。这时老师问我们勇
气是什么，会议室里鸦雀无声，没
人回答上来，眼前的屏幕亮了起
来，我看见上面写着勇气是什么
的例子。比如：勇气是晚上不开
灯就直接上床睡觉；勇气是骑着
自行车不需要辅助轮；勇气是到
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能够对着大家

自我介绍。这时，老师突然问我
们：现在谁有勇气站起来介绍自
己？同学们有的已经举起了手，
有的坐在那里不敢吱声，老师挨
个点名做了自我介绍，点到我名
字的时候我有些紧张，怕自己说
不好，不过我还是鼓起勇气向大
家做了自我介绍。之后，我心里
一下舒坦多了，其实没必要那么
紧张，有时候还是需要勇气的，自
己鼓励自己的勇气。

这次活动，我收获很多，明白了
勇气是能让人战胜一切困难的动
力。我们在生活中总会遇到许多艰
难险阻，只要凭借自己的力量就一
定会克服一切。

勇 气
□江南实验小学小记者站 胡雅妮

可敬的环卫工人
□文峰学校小记者站 汪如泉

清晨，我从梦中醒来，隐约看到窗
外那位环卫工人正奋力清扫着马路。

这几天，她都早早地出门打扫卫
生，当城市醒来时，她又悄无声息地离
去。我想：这几天，她一定十分卖力，过
了几天肯定是马马虎虎做做样子。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风雨交加，地
上一片狼藉。“这么大的雨，她今天肯定
不会来了。”我自言自语道。为了证明
我的猜想，我趴在窗边静静地望着。过
了好久，正当我准备把目光从窗外移
开，却看见了那个黄色小点。当我定睛

一看，敬佩之感油然而生。环卫工人不
畏大风大雨，不怕艰苦劳累，默默无闻
点缀着这美丽的城市。

一次，我正在晨跑，回来时看到了这
位环卫工人还在扫着地。于是，我就迎
上前去，喊了一声“阿姨好！”环卫工人阿
姨也朝我点了点头并询问我有什么事。
我一五一十地把我的疑问告诉了她，她
回答道：“不为了什么，只是不想闲着，想
为这美丽的城市做自己的一份贡献。”

是啊！并非伟大的人才能做出贡
献，贡献也可以从点滴做起。

不做金钱的奴隶
□宏村学校小记者站 黄帅

<<<<<<
小记者书画作品欣赏

金钱，一个令所有人熟悉而
又敏感的词语，它是一头猛兽在
不经意间吞噬你的灵魂。它不会
杀人，但稍不注意，就会成为万恶
之源。

小说《百万英镑》讲了一个身
无分文的流浪汉得到一张百万大
钞，从而时来运转、呼风唤雨的荒
诞故事。作者以幽默诙谐的笔调
刻画出不同人物在金钱面前的种
种丑态。

曾几何时，我又何尝不是金
钱 的 奴 隶 呢 ？ 那 时 ，我 读 三 年
级。班上的一名同学带着他过年
的压岁钱来到学校，崭新的百元
大钞在阳光下显得格外耀眼。本
来这名同学因为总是违反学校的
规章制度，不爱学习，而且爱搞恶
作剧，班上人人对他避而远之。
但此时，好多同学的目光早已失
去了往日的厌恶，换上了一副虚
假的笑容，眼神里满是崇敬。我
也忍受不住这诱惑，换上了一副
假笑，眼神像磁铁般不自觉地朝
那缕红色瞟去，怎么也看不够。

以后的日子，我像佣人一样
听从他的使唤，帮他拿书包，给他
抄作业，为他打好饭……我的内
心充满了羞耻。可每当我犹豫不
决时，他总会一次次地提高诱惑
力。在金钱的支配下，我放弃了

尊严，忘记了原则。
直 到 有 一 天 晚 上 我 回 到 家

里，刚放下书包，就被迎面撞见的
妈妈质问：“最近你回来都拿着零
食，哪来的呀？”我这才想起因为
太过高兴，都忘了避人耳目，只好
支支吾吾地说：“我……我自己挣
的。”我的脸微红，眼神慌乱地躲闪
着。“那我怎么听说是你给同学抄
作业拿的钱呢？”我争辩道：“我就
是教他点不会的题目……”“你教
同学做题目是好事，但你为什么要
收钱呢？”“我……我……”我有些
语塞，一时间不知该说什么好。沉
默了一阵，妈妈说：“你知道错在哪
儿了吗？”“我不应该拿他的钱，也
不应该给他抄作业。”“孩子，你要
知道有些东西是钱买不了的。钱
可以让人一时幸福，但也能让人成
为罪犯，不要再成为金钱的奴隶
啦，好吗？”我点点头。从那以后我
再也没有做过那样的事了。

生活中，有多少人还记得最
初的梦想，又有多少人被金钱蒙
蔽了双眼，成为了金钱的奴隶。
那些监狱里的人也曾有过美好的
梦想，也曾后悔过，但他们最终没
能抵制住金钱的诱惑。我们应该
从现在开始，不做金钱的奴隶，追
寻心中的光明。

指导老师：舒丽

我要插上一对翅膀，这样我就可
以到处做好事了。

首先，我插上翅膀，要变成勤劳
的小蜜蜂去花园采蜜。“嗡嗡嗡飞到
东，嗡嗡嗡飞到西”，这里的花真美！
有红的、黄的、白的、蓝的……五颜六

色，我被这些花儿迷住了，于是停在花
瓣上。花儿高兴地说：“蜜蜂哥哥快来
采蜜呀！”我匆匆忙忙地飞过去采了很
多蜂蜜。

接着，我又插上一对翅膀，变成一
只快乐的小鸟。森林里如果有大树生

虫，我会飞过去说：“我来给你治病
吧！”大树开心地说：“好的，我现在肚
子很疼！”我很快就把虫子吃完了，大
树笑着说：“谢谢你小鸟！”

我还想插上翅膀，变成一架飞机，
如果哪里有战争，我会给那些贫穷的

人们送去食物，不让他们饿着肚子，如
果他们没有房子住，我还会把漂亮的
房子从天而降送给他们，这样他们就
不会没有家了。

我插上翅膀飞来飞去，为世间许
许多多的人做好事呢！

假如，我有一对翅膀
□行知小学小记者站 胡煜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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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笔马良》算得上是家喻户
晓的一个民间故事，其实每一个
美好的故事都反映了某种社会现
象，并由此表达出作者心中的情
感，或是赞美，或是讽刺。

故事讲述的是一名叫马良的
孩子。他从小喜欢画画，可是因
为家里穷，买不起笔，所以他只好
用树枝在沙土上画。他是多么渴
望得到一支笔啊！一天夜晚，一
位神仙老爷爷出现在他面前，老
爷爷赐给了他一支神笔。得到神
笔之后，马良用神笔帮助了许多
贫穷的人，平民百姓才得以安生。

读完故事，我的心情久久不
能平静。故事中的人物分别反映
了什么？马良的神笔究竟有着什
么力量？……一个个疑问在我脑
海里浮现，引起我深深地思考。

与此同时，作者也进行了许
多细节描写，刻画出当时官员的
丑恶嘴脸以及贪污献媚之态，在
这背后是沦陷而畸形的普遍思想
和价值观。而马良则用“神笔”给
这些贪污腐化的官吏重重一击。
由此可见，马良更是朴实人民的

代表，他为世间点滴美好而荣，以
人心险恶而耻。

神笔自身是无力的，正是因为
马良纯真的信念才使得它迸发神
力。同时神笔的力量也是因人而
异的，它可以为饥寒交迫的人带去
温暖，让双目失明的人重获光明，
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如果那些
贪得无厌的人利用神笔，不付出劳
动就能得到想要的东西，那我们的
世界又会变得怎样呢？

我希望在以后的时光里，我
们依然能保持像马良一样纯净善
良的心，不被世俗蒙住眼睛，用智
慧打开世界的大门。“勿以恶小而
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尽自己
所能，谱写出灿烂的篇章。

指导老师：吴辰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