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它是一只小鸭，一只丑小鸭。
它被人讥笑，到处挨打，
它躲在外面不敢回家。
冬天来了，它被冻僵了，
春天来了，它终于苏醒了。
它的翅膀硬了，终于飞起来了，
丑小鸭变成了美丽的白天鹅，
丑小鸭多么的快乐和幸福呀。
这 就 是 我 最 喜 欢 的《丑 小

鸭》。每次读完它，我心里总是热
热的，暖暖的。丑小鸭，你真了不
起，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终于迎
来了自己的春天。

我是一个活泼爱笑的女生，
兴趣广泛。我爱好阅读、写作、唱
歌、绘画和弹钢琴……但有时我
也会遇到很多“拦路虎”，比如弹
钢琴时，遇到比较难的长曲子，我
怎么也弹不好。妈妈不在的时
候，我还用力砸过琴键，大声地哭
过，真的太难了，真想放弃。每当

这个时候，看到琴架旁的《安徒生
童话故事集》，我就会不由自主地
想起丑小鸭的故事，想起丑小鸭
是如何熬过寒冬，迎来春天的。
随即，我会立马重整旗鼓。丑小
鸭在那样艰难的逆境中都能咬牙
坚持，我这点小困难又算得了什
么？于是，我咬紧牙关，一次不行
就再来一次。如果还不能过关，
我就分手练，一个音符一个音符
地攻破。终于，当我双手合奏弹
起那优美的曲子时，我好激动，我
做到了。我明白了丑小鸭变成白
天鹅那一刻的欣喜，是的，我们都
成功了。

谢谢你，了不起的丑小鸭。
你凭借不屈不挠的精神迎来了属
于你的春天。我会向你看齐，默
默拼搏，坚持到底，争取早日变成
一只白天鹅。

指导老师：方筱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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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风扇我们都见过，可是你们知
道光控电风扇吗？现在，跟我一起去
认识它吧。

那天下午，老师带领我们来到区
青少年活动中心上综合实践课，活动
中心的老师把我们分成六个班，我被
分到科技制作班。听到这个班名，我
激动万分，因为我对科技制作最感兴
趣了。这次的科技小制作是“光控电
风扇”。老师把它的工作原理做了详

细介绍。光控电风扇是通过光控实现
开光的一种电风扇，由电机、叶轮、开
关、支架、光控电路板等主要部件组
成。当太阳或者手电筒照射光控管时，
电风扇电路自动接通，电机通电后带动
风叶轮高速旋转，产生风力，加速热量
散发，使人感到凉爽。当没有强光照射
时，电风扇电路自动关闭，停止运转。

解释完原理，老师把零件发给我
们动手制作，零件有马达、电池盒、电

线等，然后老师一步一步地教我们制
作。开始我有点跟不上进度，老师讲
这一步，我还在做上一步，心里非常着
急：怎么这么难？虽然速度慢，但我还
是努力跟着做。后来我掌握了技巧，
慢慢觉得不难了，轻松地完成了组
装。按老师的要求，我们把电风扇放
在 窗 户 上 ，看 电 风 扇 能 不 能 运 行 。
咦？我的怎么没转起来？我仔细检查
了几遍，终于发现有一处电路装反了，

我急忙调整过来，终于让风扇转了起
来。我高兴极了，没想到经过努力居
然成功了。

通过这次综合实践课，让我知道
科学就在我们身边，像电饭煲、电热
水壶、太阳能热水器等。还让我懂得
了一个道理，只要认真去做一件事，
不论它有多难、多慢，只要你充满信
心，努力去尝试，去克服困难，最后一
定会成功。

一次难忘的实践课
□岩寺小学小记者站 洪屹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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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听说一只蝴蝶常见的寿命只
有七天时，我心里不由得一颤。

这七天，它不知道自己从哪里
来，要到哪里去，它只知道自己来日
无多，要努力充实自己。

七天，微不足道的一百多个小时，
但它并不知道；它只知道自己要飞，要为

世界增添光彩；它只知道传播花粉是与
生俱来的使命，自己有责任让鲜花缀满
枝头，再产下后代，然后同花儿们一起静
静地睡去。

蝴蝶，这种可爱的生灵已经有一
亿多年的历史了，当别的物种像秋风
扫落叶一样被赶出历史舞台时，微不

足道的蝴蝶却存活了下来；当别的物
种为生存大伤脑筋时，它却已在风中
翩翩起舞。即使它明白自己生命无
多，也要奋力活得充实些，再充实些。

人类是偏心的，总是毫不吝惜地
夸赞蜜蜂的勤劳，对蝴蝶却视而不
见。同样是采蜜传粉，同样是度过一

生，蜜蜂是有目的的，是有归宿的，大
多数蜜蜂都是在劳累中结束自己的
一生。但蝴蝶，它们虽然没有蜜蜂那
般匆忙，只是飞呀飞，能传多少粉就
传多少粉，能使多少花绽放就使多少
花绽放。它不求繁华，悄然平静地度
过一生，哪怕这一生只有七天。它
们，这群可爱的精灵，却将七天变成
了永恒。

蝴蝶催花开，又在花中睡。也不
知是蝴蝶创造了花，还是花成就了蝴
蝶。

这样想着，我仿佛也变成了一只
蝴蝶，翩翩起舞，绽放芳华。

蝴 蝶
□行知小学小记者站 洪亦凡

永不言败
——读《老人与海》有感

□碧阳小学小记者站 程吉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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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赞美牡丹，它芬芳艳丽，有人
赞美玫瑰，它带刺留香，有人赞美百
合，它淡雅迷人……然而，这些花都不
足以打动我，只有梅花让我敬佩。

梅花没有牡丹艳丽，没有百合芬
芳，但她拥有一种独特的性格——坚
强。

外婆家的后院里种着一棵梅花，
春天，当别的花儿绽放笑脸时，它却是
光秃秃的。那时，梅花在我心中留下
了一个刻板的印象，缺乏生机。转眼
间，迎来了夏天和秋天，一些花儿开得
分外热烈，可梅花呢，仍是一成不变。
到秋天尾巴的时候，梅花好不容易长
出一些花苞，但仍改不了我对梅花的

刻板印象。
寒冷的冬天加快了步伐，北风呼

呼地刮着雪花，一片一片地落下，渐渐
地，白雪覆盖大地，那些艳丽的花儿都
枯萎了。可在外婆的后院，梅花傲然
挺立，不畏严寒，在雪中开出最美的
花。我走近梅花，只见花上覆盖着一
层薄雪，美丽的模样格外坚强。真美
呀，我望着梅花，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梅花在茫茫大雪中绽放，那么地
坚强，需要多大的勇气啊。生活中，当
我们面对困难和险阻时，不能退缩，应
该像梅花一样勇敢地面对，在困难中
开出最美丽的花。

指导老师：黄伟

梅花赞
□宏村学校小记者站 王婧

我的小闹钟
□新安小学小记者站 叶云

一年级时，我时常迟到，妈妈便
给我买了一个小闹钟。

它的颜色是橘黄色的，中间有一
头骆驼，有我手掌那么大，它不仅可
以当我的闹钟，还可以当我的小台
灯，只要我按一下它背后的控扭，它
就会亮起来。

自从有了它，我再也没有迟到
过。我做作业很拖拉，不时跑到客厅
里去吃零食，可自从有了它，每当我
想去吃零食的时候，听到它嘀答嘀答
的声响，仿佛在告诉我要珍惜时间，

我便止住脚步，重新回到书桌前。是
它每天提醒我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
逝，我便争分夺秒地努力学习，与时
间赛跑。现在我不管在哪里，当我浪
费时间时，脑中便会响起嘀答嘀答的
声音，是小闹钟在提醒我莫负好时
光。

如果没有它，我改不了做作业拖
拉的毛病，不知道时间的宝贵。如果
没有它，我也没有现在的成绩。在我
的心里，它不仅仅是一个闹钟，更是
我生活中不可缺失的朋友。

爱，是充实的生命
——读《爱的教育》有感

□阊江小学小记者站 李宇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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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到 爱 ，让 我 想 起 一 本 书
——《爱的教育》。

这是一本有关爱的书籍，写
的是一名小学四年级的男孩——
安利柯一学年的生活，该书以日
记的形式将安利柯在学校内外的
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录下来，集结
成一个引人深思的小故事。这些
看似平凡简单的人与事，为我们
编织了一个充满爱的温馨世界。

在这本充满爱的书籍中，令
我感悟最深的文章是——《卡隆
的不幸》。文中的卡隆由于母亲
的过世，十分悲伤，每当他看到母
亲和孩子的照片时，总会默默地
哭泣。放学后，“我”见到了母亲，
便想给母亲一个拥抱，但母亲却
将“我”推开了，给“我”使了一个
眼神。“我”望着卡隆，他的眼中充
满了悲伤，那一刻，“我”将自己的
手牵住了卡隆的手，和他一起回
了家。

看到那一刻，我心里一颤，文

中的安利柯是一个充满爱心的男
孩，人与人之间的关爱有时虽然
只是一个微小的眼神、动作，但它
是无私的、珍贵的、温暖的。

我不由想起身边发生的一件
小事：一个周末，我在广场骑车，
遇到一位正在学习滑冰的小弟
弟 ，他 小 心 翼 翼 的 样 子 十 分 滑
稽。“呜——”，没过一会儿，那位
小弟弟摔了一跤，趴在地上，双脚
摆成了“Y”字型。我来到他身边，
伸手将他拉起，拍拍他身上的灰
尘，又扶着他来到一边的长椅处，
为他清洗双手，擦干眼泪。这时，
我见到了他的笑容，就像那天下
午的阳光一般灿烂。一次简单的
伸手，让我有了美好的收获。

泰戈尔说：“爱就是充实了的
生命，正如盛满了酒的酒杯。”一
个人要是有了一颗无私爱心，就
会是一个拥有高尚品质的人，不
是吗？

指导老师：杨伏娇

大位小学小记者站 程晓丹

丑小鸭的春天丑小鸭的春天丑小鸭的春天
——读《安徒生童话故事集》有感

□黄山新教育学校小记者站 方雨晨

绣球花 现代实验学校小记者站 何琪

王老师今年 52岁，他给我们上课
时，总是笑眯眯的，还不时和我们开
开玩笑，可是今天，他却像一座爆发
的“火山”。

上课了，王老师的脸上写满了愤
怒，他走上讲台，大声说道：“王同学，你

过来看看，你这作业也太潦草了，擦掉
重写。”我们还是第一次看见王老师发
这么大的火，紧张得大气都不敢喘，教
室里安静得连地上掉一根针都能听见。

接着，老师开始上新课，笑容重新
回到他脸上。可我们还是很紧张，所以

这节课很安静，安静到不正常。原来回
答问题的时候，同学们都会直接说出答
案，教室里闹哄哄的。可今天，大家却齐
刷刷地举手回答问题。原来发作业时，
同学们会交头接耳，发出嗡嗡的声音，如
同蚊子般涌进耳朵里。可今天，同学们

安静地、乖乖地等着作业本发到自己手
上。下课铃响了，同学们不再像以前一
样往外冲，而是静静地等老师宣布下课。

这节课，上得格外安静，因为我们
见过了老师生气的一面，我们不希望

“火山”再次爆发。

老师生气了
□祁山小学小记者站 郭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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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的早晨 宏村学校小记者站：熊莹
指导教师：孙受伟

轻轻合上《老人与海》，不禁
思绪万千，我的心早已随着这本
书飘到那波涛汹涌的大海。这本
书，给了我生活的信心和面对生
活的勇气，让我明白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老人与海》的故事很简单，
讲述的是老渔夫圣地亚哥在连续
84 天没捕到鱼的情况下，靠着顽
强的意志，硬是在第 85 天时，独
自钓到一条大马林鱼，但这鱼太
大，把他的小船在海面上拖了三
天三夜，但老人却死死拽着钓绳
不松手。为了防止钓绳被拽走，
老人把绳子绕过肩膀，绑在身上，
他渐渐没了力气，手被磨出血，背
也疼得难熬。老人的情况很糟
糕，唯一支撑他的是那一颗永不
放弃的心。

终于，他战胜了大鱼，却引来
了一群鲨鱼，老人知道自己很难
鲨口夺鱼，拼尽全力，和鲨鱼进行
殊死搏斗。最后，鲨鱼虽然吃光
了大马林鱼的肉，但老人还是拖
回了那副鱼骨头。老人永不言

败、坚强不屈的精神，感动了无数
读者。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
因为考试考得不好或因为朋友的
背弃而心灰意冷，对自己没有信
心、自暴自弃。但是，自从我读了
《老人与海》后，想想老人，再看看
自己，就觉得自己碰到的问题都
不是问题。

所以，同学们，人生中谁没有
失败过，重要的是要学会勇敢地
站起来，勇敢地去面对，去寻找失
败的原因，努力改正。

古人云：山重水复疑无路，柳
暗花明又一村。我们要满怀信心
去迎接挑战，因为，胜利与成功永
远属于勇敢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