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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很可怕，曾经它总形影不离地
跟着我，使我胆怯、后退。

做手工时，我常为一些小困难而发
愁，于是索性就不做了。做数学题时，
我常被数学符号吓得后退。一次次的
退缩，使我在困难面前失去了自信。我
常想：“为什么我总找不到成功的门？
唉，为什么困难总跟我过不去呢？”

一次，我在一本书上读到一句话：
彩虹总在风雨后。觉得很有意思，我便
抄在一个小纸条上，并随手放进了上衣

口袋。
那天，我们进行了一次数学考试。

试卷还没发，我心里就忐忑不安了，心如
一只小兔子在上蹿下跳着，紧张的我怎么
也冷静不下来。考试紧张进行着，我抓起
笔不停地写着，手心上全是汗。“这道题是
用除法吗？应该是吧，要是错了怎么办？
我的分扣掉了就比别人差了，妈妈一定会
很伤心的，那我——打住！不要想那些乱
七八糟的东西，专心答题。除法？乘法？”
我的脑子里一片混乱。

终于做到最后一题了，可附加题又
不是我的强项，我在纸上不停地算着，
也在不停思考着，把所有学过的知识全
部倒出来，一个个地用上去。我的头上
也冒汗了，手抓着脑门竭尽所能，还是
算不对。无力的我坐在椅子上，钢笔滚
下了桌子，我叹了口气，想想算了吧，反
正我不行的，不做算了。

突然，一张小纸条从上衣口袋中掉
了出来，这不是我写的吗？

“彩虹总在风雨后”，我小声地读

着。克服它了，才能有彩虹呀，这么快
就放弃了，难怪我总是失败。我立马拾
起笔计算起来。

考试成绩下来了，我考了 95分，最
后一题我竟然对了。我激动得说不出
话来，重新拿出那张纸条，我紧紧地握
着，久久不愿松开。

彩虹总在风雨后，是啊，面对困难
并不可怕，勇敢地面对挑战，相信成功
的彩虹一定会是你的！

指导老师：项淑姬

我是幸福的
□育鸿学校小记者站 洪思静

彩虹总在风雨后
□现代实验小学小记者站 方诺亚

Hi，大家好！我是一只萤火虫，一只
十分平凡的萤火虫。我有一对单薄的小
翅膀，它能让我飞向蔚蓝的天空。我身
子小小的，呈黄色，我喜欢这颜色，我每
天都会提着一个能发绿光的小灯笼。

清晨，我会早早地起床去寻找食
物，以填饱肚子。白天，我的小灯笼是
不会发出太亮的光芒，如果你不仔细
看，就很难发现我一直都提着小灯笼。

我经常和伙伴一起玩耍，我们会玩一个
有趣的游戏——捉迷藏。我扇着翅膀，
迎着微风，躺在小花姐姐漂亮又充满香
气的身体上。小花姐姐总把我遮得十
分隐蔽，当我的同伴过来问我在哪时，
小花姐姐总会笑着摇摇头，所以他们总
是找不到我。

夜晚，小花姐姐他们都睡了，我和同
伴就开始工作了，我提着小灯笼，在月光

下看起来十分明亮。我会借着灯光寻找
一些在黑暗中需要帮忙的小动物。有时
我会看见迷路的小蚂蚁，我会用灯光照
着他回家的路，有时我会发现受伤的小
飞蛾，我会帮他查看伤势，然后送她回
家，待到三更半夜的时候，我的工作就结
束了，疲惫的我会很快进入梦乡。

因为我乐于助人，尾巴又会发亮，
所以小动物们都很喜欢我，有时候我遇

到困难，他们也会帮助我。
再来说说我的爱好吧，我喜欢唱

歌，但我唱得并不好听，白天的时候我
会去参加鹦鹉姐姐的演唱会，听着她那
美妙的声音，看着她那优美的舞姿，我
也想象着自己成了一位歌星，小动物们
都在舞台下为我热烈地鼓掌。

其实，我生活得很平凡，但我也是
一只幸福的萤火虫。

玩手机
□柏树小学小记者站 汪江弈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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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峰学校小记者站 程子涵 指导老师：方卫平

随着科技的发展，手机——这一掌
上电脑，已进入了千家万户。

我发现很多人都喜欢玩手机。有
的人在马路上玩手机，结果横穿马路时
被车撞了；有的人在河边一边走路一边
玩手机，结果一脚踩空掉进了河；还有
的人在火车站台上玩手机，结果被呼啸
而过的火车卷进了铁轨。更可悲的是，
一位妈妈在过马路时玩手机，竟失去了
她可爱的宝宝……

我爸爸也喜欢玩手机，每次在我写
作业的时候，他总坐在沙发上玩。我叫
他，他也不搭理我，他已完全沉浸在手
机的世界里。我觉得大人们应该放下
手机，多陪陪孩子们，关心我们的学习，

陪伴我们的成长。如果大人还是天天
玩手机，我建议千万不要在我们学习的
时候玩手机，不然会影响我们的学习成
绩。因为我们自控能力差，手机的诱惑
实在太大了，我们太好奇大人们到底看
了什么好看的东西！这样，我们在学习
的时候就会分心了。

自然，手机的功能也很强大，它是
我们的通讯工具，我们可以听到千里之
外同学、朋友或亲人的声音。学习时，
遇到不懂的地方，我们还可以借助手机
上网百度一下。手机真是我们的朋友，
它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尽管
如此，我们也不能过分亲密于它，否则
它会网住我们的心，让我们步入歧途。

今天，我要跟一位好朋友出
去玩。他穿着一件黄色的外衣，
一条棕色的裤子。他的头大大
的，眼睛也大大的，手和脚却短
短的。他很喜欢热闹。没错，他
就是海绵宝宝。

海绵宝宝要带我去他的家
里参观参观，这别提有多高兴了！

只见海绵宝宝用手一挥，地
面上就出现了一个潜水艇。我
们坐在潜水艇里，慢慢地向水里
下沉。“真的是海绵宝宝的家
耶！”我在心里异常兴奋地说。
我看到了章鱼哥的家，看到了派
大星的家，还有所有比奇堡居民
的家……海绵宝宝的家跟动画
片中的家一模一样，有一只可爱
的小蜗牛，名叫小蜗。还有每天
叫醒海绵宝宝起床的大大的闹

钟……
参观完海绵宝宝的家以后，

海绵宝宝带我去了他工作的地
方——蟹堡王。海绵宝宝做汉
堡的动作是那样熟练，先打开平
底锅，再放两块牛肉，然后放生
菜和面包，最后把它们拼在一起
就完成了。原来蟹堡王的汉堡
这么好吃，难怪每天都有好多比
奇堡的居民来吃。

最后，海绵宝宝还带我去
参观了派大星的家，派大星的
家空荡荡的，只有一个平底锅
盖在上面。章鱼哥的家到处都
是洞，难道它晚上睡觉不觉得
冷吗？

时间不早了，我和海绵宝宝
依依不舍地告别了！

指导老师：朱秀琴

有您真好有您真好有您真好
□汤口中心学校小记者站 程妍

四年级临近期末，老师让我们在书
单里选购一本喜爱的书，在密密麻麻的
书单上，《臭爸爸香爸爸》一下映入我的
眼帘，我立即订购了它。这书里会是怎
样一个爸爸？暑假一拿到书，我便迫不
及待地读了起来。

这是一本奥地利作家写的儿童成
长小说，曾荣获国际安徒生奖。书中
讲述的是女孩菲莉来自一个离异家
庭，乐观开朗、大大咧咧的她，起初并
未感到自己和正常家庭有什么不同。
直到妈妈接受了慕尼黑一家杂志社的
邀请，不得不离开维也纳，离开菲莉出
国 工 作 ，菲 莉 面 临 着 无 依 无 靠 的 境
地。这时，菲莉那位性格谨慎、略有洁
癖的爸爸挺身而出，承担了照顾菲莉
的责任。在爸爸看似严格却充满包容
的呵护下，发生了很多令人啼笑皆非

的趣事，小女孩的心被浓浓的亲情温
暖着……

我很庆幸，生活在一个完整的家庭
里，可是我也有一个又香又臭的爸爸。
妈妈上班比较忙，爸爸的工作时间相对
比较自由，因此照顾我的任务基本就落
在爸爸的肩上。他是我最好的玩伴、朋
友和老师，他的出现，让我的童年是那
么的精彩和与众不同。当别的小朋友
在游乐场玩耍时，爸爸带着我在大自然
里行走；当别的小朋友在家看电视时，
爸爸却和我一起亲子阅读，徜徉在书的
海洋；当别的小朋友在商场吹空调吃雪
糕时，爸爸却带着我在烈日下的小池塘
边钓龙虾、河畔捉螃蟹。

他是一个马虎的爸爸，烧着难吃的
饭菜，给我扎着散乱的马尾辫，给我穿
乱搭配的衣服去上学。他是一个粗心

的爸爸，刚烧开的水倒进杯子后就放在
桌边，却被生性好动的我打翻了，烫伤
了我的肚皮，爸爸那焦急、懊悔、心疼的
言语，为我抚平了伤痛。他是一个无趣
的爸爸，周末晚饭后，带着我散步，讲许
多我不感兴趣的历史故事。他是一个
严厉的爸爸，对待我的学习态度和生活
习惯，总是一本正经，不给我一丁点懈
怠的机会。他是一个爱撒谎的爸爸，明
明测验没考好，一边和妈妈说考得不
错，一边给我补习讲解，直到考出好成
绩。这就是我又香又臭的爸爸，他的陪
伴、他的照料，说不上最好的，但却有着
暖暖爱意。我早已习惯他的香和臭，和
他在一起的每一天，我都能感到快乐、
轻松！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网上、报刊
上报道的杭州失联女孩章子欣的悲惨

故事！她的父母离异，父亲在离她很远
的地方工作，她平时跟随着爷爷奶奶生
活。他们很善良，没有防备心，任由小
女孩随着认识没多久的陌生人外出，最
后她被坏人伤害了。她的爸爸在她出
事后，一个人面对着茫茫大海，大声呼
唤女儿的名字，那伤心无助的背影，让
我流下了眼泪。如果她的爸爸妈妈在
平时能多花点时间陪伴她，多给予她一
些关爱，那么这样的悲剧或许就不会发
生了。

我真心希 望 天 底 下 所 有 的 小 朋
友 ，都 能 拥 有 世 上 最 好 的 礼 物
——亲人的陪伴。我想，不管
是香爸爸还是臭爸爸，如
果他能够用心、用爱守护
着你，这样的爸爸值
得你尊敬和爱戴！

读《臭爸爸香爸爸》有感
□新安小学小记者站 王绍可

您像蜜蜂引领我采撷花蜜；
您如港湾用自己宽阔的身体给
我挡风。母爱如春天的太阳，呵
护着我成长。我要对您说：“有
您，真好！”

那次，我竞选当上了演出活
动的主持人，您看到骄傲自满的
我，脸色霎时由晴转阴，并厉声
说道：“当选主持人是好事，可不
能骄傲啊！你这样，如果主持不
好，还是要把你换下的！”那语重
心长的话语，让我心中的骄傲君
退位了。是您，让我知道，我要
谦虚，要好好主持。

（一）
那次月底考试，我虽得了

97 分，但却排到了班级 14 名。
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家，盯着红红
的分数，又想到众多的一根油
条、两个鸡蛋（100 分），心中就
好似一块巨石砸进一个湖中，久
久不能平静。您望望我的考卷，
又看看我的神情，仿佛看透了我
的心思，您拍拍我的肩膀，安慰
着我：“这只是一次小小的月考，
往后人生中有那么多的磨难、挫

折，难道你要就此放弃了吗？只
要努力好好学习，你一定就能成
功！”虽然这小小的一段话并不
起眼，但这其中的道理却让我重
拾自信，去战胜生活中和学习上
的磨难、挫折。

（二）
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都有

反叛心理。有一段时间，我沉
迷于 QQ 聊天，成绩略有下降，
您知道后，含着泪说：“你知道
我对你的期望有多大吗？你知
道我有多难受吗？你再这样不
务正业，我不会再管你了！”您
的批评，如同春雨滋润着执迷
不悟的我。我开始控制了 QQ
聊天的次数与时间，成绩也慢
慢提高了。

（三）
在您的关爱、您的理解、您

的教导下，我在漫漫的人生路上
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又一步。您
看到这些，露出了欣慰、喜悦的
笑容。我用千言万语汇成一句
话：“妈妈，有您真好！”

指导老师：方春梅

我的好朋友
□宏村学校小记者站 舒羽菲

最美丽的相遇
□碧阳初中小记者站 叶文韬

特殊的“客人”
□阊江小学小记者站 郑元哲

那天，我们正准备上体育课。忽
然，从窗外飞进一位身体乌黑的不速之
客，它一直在天花板上飞来飞去。我是
第一个发现的，顿时大惊失色，大叫起
来：“哇，那什么呀？”这一叫，全班同学
都被吓坏了。

有几个女生特别害怕，她们有的抱
着头趴在桌子上，有的闭着眼不敢看，有
的躲在桌子底下。最夸张的是王欣怡，
不仅用手在上面挥，还边挥边抱头，她那
张大嘴往上咧，眉头紧皱，好像要哭了似

的。过了一会儿，它从窗子飞了出去。
后来，在语文课上，我们正上着《蝙

蝠与雷达》，这位“不速之客”又来了。
语文老师见了，先是眯着眼看了看，随
后便笑着说：“哎呀，现在我们正学习
它，它竟然就来了，这是要给我们当小
老师啊。”同学们也笑了起来。后来，

“客人”不知什么时候离开了，之后再也
没来过。

我想，你们也猜到了，没错，特殊的
“客人”就是蝙蝠！

去年暑假，我同爸爸妈妈一
起，与北京来了个最美丽的相
遇。

当我们乘坐着飞驰的高速
列车到达北京时，已经是下午三
点多了。我们迈着轻盈的步伐，
带着满怀的期待，走向高铁站的
出口。

北京这个城市，是艳丽的。
当我们放好行李，吃好晚饭，来
到天安门城楼底下时，正值夜
晚。美丽的华灯照耀着天安门
城楼，波光粼粼的金水河映衬
出天安门城楼上那巨大的画像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
人民大团结万岁”这十八个大
字。天安门城楼和天安门广场
之间的长安街上，大大小小的
车辆川流不息，随之带过的是
响亮的喇叭声和汽车发动机的
声音，却很快就在道路两旁嘈
杂的人声中消失了。再把目光
转向天安门广场，高大的强照
灯散发出巨大的光芒，照耀着
矗立在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
念碑。这纪念碑，似乎也透着
一种神圣而不朽的英雄之光，照

亮了整个天安门广场。
祖国首都北京，是神圣庄严

的。第二天凌晨四点多，我与爸
爸妈妈就早早地起床了，顾不得
吃早餐，一路小跑着来到天安门
城楼底下。当我们到达的时候，
那里早已人山人海了。随着一
声声干脆利落的皮鞋声，国旗护
卫队不紧不慢地从天安门城楼
下走出，接着走过金水桥，最后
走过长安街，来到了旗杆下方。
啊！国旗护卫队的步伐是那么
整齐划一，没有一丝一毫的误
差，这是一支多么威武庄严的国
旗护卫队啊！国旗护卫队中的
甩旗手，用他那强壮的手臂将神
圣的五星红旗展开了，随之奏响
的是无比神圣庄严的国歌，那激
昂的旋律伴着国旗升到了旗杆
顶部，激起了在场所有人的爱国
之心。

北京，我虽与你首次相遇，
你 却 留 给 我 这 么 多 美 好 的 印
象。你给我展示了这神圣、神奇
的一面，这将是我终身难忘的。
北京，我爱你！

指导老师：汤丽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