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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计在于春，春暖花开之际，
正是读书的好时节，而前几天读的《斑
羚飞渡》令我难以忘怀。

假如你是一只斑羚正随着大家族
逃亡，身后的“死神”——狩猎队穷追
不舍，身前是只能瞧见石块落下却听
不见落地音的断崖，你会如何抉择？
也许你会想，除了坠崖就是被猎人抓，
都是死路一条，又有什么好选的呢？
如果你也是这种想法就请继续往下

看，瞧瞧《斑羚飞渡》里的斑羚们是如
何求生的吧？

身前是断崖，深不可测，身后是追
兵，虎视眈眈。此等生死存亡时刻，头
羊镰刀羊将斑羚群分成了两队，老年斑
羚一队，年轻斑羚一队，它们秩序井然，
毫无拖沓。只见上了年纪的镰刀羊纵
身一跃，和它同排的年轻斑羚也随之跳
跃，不过年轻斑羚的落脚点却是镰刀羊
的背部，它是将镰刀羊的背部作为了跳

板，而这一落脚点恰恰提供了二次动
力，年轻斑羚成功飞渡，镰刀羊却像流
星滑落般笔直坠落崖底……就这样，每
一只年轻斑羚得救的背后是一只老年
斑羚的牺牲，年轻的斑羚们安然无恙，
老年斑羚们却再也没了声息。

看到这你是否和我一样万分震撼，
两行清泪不知不觉从眼角滑落。这是
何等的伟大啊，我为它们的抉择震撼，
为它们的希望落泪。镰刀羊集爱与责

任纵身一跃，和老年斑羚们一起将希望
的桥梁构筑，护送年轻斑羚们成功飞
渡，给种群续上了生命之火。“落红不是
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老羚羊们是
牺牲了，却播种了爱与希望。

“待凛冬离去，雪融草青，相信一
定有新的相逢将温暖延续。”在爱的春
天里读到如此文章，这个春天更充满
了爱！

指导老师：倪育红

叹为观止的《斑羚飞渡》
□祁山小学小记者站 李奥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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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就爱读书，尤其爱读历史
书籍。

最近，我花了不少时间把《资治
通鉴》这本厚厚的书看完了。它是一
本编年体史书，是司马光主持编纂的
巨著，共 294 卷，历时 19 年完成。《资
治通鉴》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
前 403 年）写起，到五代十国时期后
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 959 年）出征
淮南国停笔。包含了 16 朝前后 1362
年的历史，讲述了历代明君贤主治国
待臣之道，全面展示了几十个政权的

兴盛与衰亡的过程，博大精深。
《资治通鉴》帮我澄清了历史，懂

得了做人做事要认真、机智、勇敢。
据此书记载，王莽并非是农民起义夺
取皇位，王莽其实是一个贵族，父亲
当过相国，而且王莽当过大司马，后
来又被升为宰相，而在这之前我一直
以为王莽只是一介草民。这本书不
仅历史详实，而且还有一些有趣、智
慧的故事：例如《草船借箭》《孙武练
兵》等。《草船借箭》讲的是诸葛亮神
机妙算用计向曹操借来了箭，让孙权

叹服；《孙武练兵》讲的是孙武为严肃
军纪，斩首两个队长（吴王阖闾的宠
妃），终于将宫女们练成了英勇善战
的女兵。

通过读这本书，我对司马光更
加敬仰。在中国历史上，他不仅是
一个文学家、史学家、更是一个政治
家。直到今天，“司马光”仍被后人传
颂着。小时候，我只知道司马光砸缸
的故事，长大后，因为《资通鉴》一书
让司马光的形象在我心中更加高大
了。

我敬佩司马光这样的贤臣、英
雄，痛恨那些昏庸的皇上和奸臣：周
幽王点烽火戏诸侯，失去诸侯的信
任，最后断送周朝百年江山；指鹿为
马的赵高，颠倒是非，残害同僚，结果
遗臭万年。

《资治通鉴》里不仅有历史，更有
一种坚持不懈的精神。书中通过典
型事例，简单明了而又不失庄严地告
诉大家：清廉、正直、信义、执着，这些
都是古代良臣所具有的品质。这些
品质也将指引着我前进。

读《资治通鉴故事》有感
□行知小学小记者站 邵子祺

生命的赞歌
——《斑羚飞渡》读后感

□碧阳小学小记者站 李沐枫

说起斑羚，很多人会联想到
她的美丽，她的柔弱，她的灵动
……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的
坚强和情感？

《斑羚飞渡》讲述了一群斑羚
在被一群恶狼追逐时，来到了一
座悬崖边，而悬崖很宽，根本无法
跳跃过去，就在这生死关头，那群
斑羚每两只为一组，先后跳了出
去，后面一只借助前面那只的背，
用力作第二次起跳，从而到达了
悬崖的另一边，后面一只斑羚是
存活了，而另一只却掉入了万丈
深渊，粉身碎骨……

读了《斑羚飞渡》，我非常感
动，斑羚们的行为，何止是简单的
跳跃，完全是用生命谱写的一首

动人的赞歌。这种为了同伴的生
而自我牺牲的精神，或许早已融
入了他们日常的生活，从而在面
对危险时，生命随时如雾、如水、
如烟飘散，在一瞬间作出坚定的
选择……

我仿佛走进了无尽的遐想，
渺茫与希望、害怕与信念……斑
羚，曾经我脑海中柔弱的形象，此
刻变得神圣高大起来，他们用自
己的性命来挽救同类的生命，从
而避免了整个族群的覆灭。这是
怎样的勇敢和无私啊！

斑羚这种为了种族延续舍生
忘死的精神让人无比敬佩！

指导老师：汪丽琪

我喜爱的《狼王梦》
□新教育学校小记者站 汪子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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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阳二小小记者站 汪夏涵

走在回家的路上，手里那张试卷
上糟糕的分数刺痛了我的双眼。唉，
这可是我得心应手的学科。我心里十
分自责，黑暗似乎笼罩着我的内心，我
沮丧极了。

刚回到家中，就迎来父母劈头盖
脸的责骂，我委屈极了。为了躲避父
母的责备，我把自己关在了房间。考
试失利，父母的责骂，顿时坏心情涌
上心头，我狠狠地踹了几下书包，上
床用枕头埋住头，号啕大哭起来。此
时，我觉得自己多么无助。哭累后，
我呆呆地望着窗外，忽然窗外飘起了
小雨，紧接着就是倾盆大雨。雨，哗

啦哗啦地下着，把失神的我拉了回
来。我正准备关上窗户，忽然瞥见墙
角的缝里有一株小草，在狂风暴雨中
挣扎着。起先，它被风吹得摇摇晃
晃，站都站不稳。在强风的作用下，
它被吹得贴近了地面，又猛地立起
来，朝另外一边倒去，像极了一个不
倒翁。几个回合下来，它终于经受不
住折磨，被折断了，断茎处的绿汁像
极它临终前的眼泪。风越刮越猛，这
株可怜的小草最终被吹走了。我叹
了口气，心想：唉，我多像这颗无助的
小草。

第二天早上，我起床时无意间瞧

见墙缝里那株小草又出了新芽。这
株小草居然没有死，它的生命多么顽
强呀！

晚上，我躺在床上，却久久不能入
睡。早上起床时瞧见的那株小草给了
我很大的触动，也给了我极大的震
撼。它的身体十分弱小，但它的生命
力却十分顽强。它没有肥沃的泥土，
没有充足的水分，却在贫瘠的墙缝中
熬过了多少日子。年复一年，经历风

吹雨打，没有轻言放弃，而是汲取墙缝
里贫瘠泥土的精华，存活下来。我不
禁想到了自己，人生的路上总会有坎
坷和挫折，我怎能轻易放弃？一次考
试说明不了什么。只有迎难而上，才
不会被挫折轻易打倒。

顽强的小生命——墙缝里的小
草，我敬佩你。迎着微风细雨，我坚定
地走向前方……

指导老师：程健美

《《狼王梦狼王梦》》读后感读后感
□祁山小学小记者站 汪睿涵

一个执念，一个梦。我读过
《狼王梦》后，发现眼中全是泪。

原本在我的心目中，狼是凶
残 、狡 滑 、冷 漠 的 化 身 。 翻 阅
《成语字典》，什么狼子野心、狼
狈 为 奸 、狼 心 狗 肺 …… 但 看 完
《狼王梦》后，改变了自己对狼
的看法。

《狼王梦》中，母狼紫岚含辛
茹苦养育了四只狼崽，满心希望
有一只能成为狼王，完成它们父
亲的遗愿。虽然付出了巨大的
代价，却以失败告终。

读完这本书后，我不禁陷入
深思中，为什么紫岚费尽了心
血，却没有如愿呢？是因为违背
了天意吗？如果顺其自然它的
孩子就可以当上狼王了吗？如
果紫岚的丈夫没死，会发生什
么？可是没有如果。我真想对

紫岚说：“你的丈夫已经死亡，好
好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只要活
着才有机会。”

我心疼紫岚，可更多的是对
紫岚的敬佩。她，是一个伟大的
母亲，为了孩子，她不惜一切代
价，甚至付出生命。她，是一个伟
大的战士，为了她的孩子能成为
狼王，她出谋划策、勇往直前。勇
敢、机智、不屈向上、重情重义。
或许，她才是真正的狼王！

指导老师：汪爱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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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八岁时就读过《狼王梦》，
那时觉得这本书不太好看，看了
两章便不看了。直到升入三年
级，再次拿起《狼王梦》才觉得这
本书很好看，为此，《狼王梦》也
成为我最喜欢的一本书。

《狼王梦》主要讲了母狼紫
岚为了实现丈夫黑桑的遗愿，
将它的孩子培养成顶天立地的
狼王，而付出了一切，甚至包括
生命。

为了保证有足够的奶水喂
养狼崽，母狼紫岚冒着九死一生
的危险，去人类的马鹿场捕捉马
鹿仔；为了重塑孩子双毛的狼

性，它狠下心来，甚至剥夺了双毛
吃饭的权利；为了保证女儿媚媚
生下来的狼崽们有个安全的环
境，它不惜与吃掉儿子黑仔的金
雕同归于尽……

当然，母狼紫岚最终还是没
有看见它的狼子们成为狼王，但
希望不灭，梦想不死！我们相信
紫岚的后代一定会完成这个“狼
王梦”。

其实天下很多的父母在心中
不都有一个“狼王梦”吗？那么作
为孩子，我们就勤奋学习，茁壮成
长，努力实现父母的“狼王梦”吧！

指导老师：方筱筱

墙缝里的小草
□长干小学小记者站 戴予泽

宏村学校小记者站 单悦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