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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流泪都有一段难忘
的经历，或喜悦、或悲伤、或感
动、或懊悔，都会在情感深处
留下深深的印迹。泪水是成长
的纪录，每一颗晶莹的泪珠都
折射出我成长的经历。

有一本叫《红色羊齿草
的故乡》的书，我看着不自觉
的流泪了。书中介绍：男孩比
利为了两只小猎犬努力工作
了两年。在他得到猎犬后，给
它们取名为小安和老丹，并
训练它们捕捉浣熊。他们之
间建立了深厚的友情。有一

次，在和山狮搏斗中，老丹为
了保护比利丧命了，可怜的
小安也不愿独自活在世上
……嗒、嗒，泪水滴在了书
上，我情不自禁地哭了。为什
么上帝对比利这么残忍？带
走了他最爱的老丹和小安，
他们不是相处的很好吗？他
们不是最要好的朋友吗？上
帝原来不是仁慈的，是狠毒
的！比利为了他的小猎犬付
出了多少汗水和努力呀！

当我看完全书后，再一
次流下了热泪。在老丹和小

安的墓地上长出了红色羊齿
草，那是神圣的象征！我终于
明白为什么上帝会把老丹和
小安带走，那是为了不让它
们和比利一家分离，因为上
帝知道老丹和小安会永远永
远活在比利的心里！

泪水是成长的记录，它
让我明白了，动物和人一样
有着丰富的情感，它们是我
们忠实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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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班 贾凝

指导老师 谢华

读《山羊不
吃天堂草》

明子跟着师傅“三和尚”和师兄黑
罐在繁华，整日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的
城市里赚钱，他们在这里度过春夏秋
冬，两个孩子都是因为家中很穷，或家
中欠钱，才出来。就靠着木匠工作，维持
生活，有时三个人一起讨论这些城市
人，是怎样的奢侈生活。明子在这座城
市有两位好友鸭子和紫薇，一位整天靠
鸟生活。一位是整天坐在轮椅上的女
孩。他们各自讲述着孤独、凄凉、剥夺自
由的生活。聪明负有爱心的明子虽说现
实给他不公的平穷，但他用富贵的想象
去给两位好友带去希望和理想中的好
日子。明子宛如孩子的那颗能量微小麦
芽糖，给人心里美滋滋的；宛如初升的
太阳，给人生的希望和活下去的勇气；
宛如春天爆发出满山绿色，给人生命的
感召力与节节攀登的向上力。最后经过
一些事又帮起父亲卖羊，那天空已属于
初升的太阳了……
这书是由曹文轩写的。曾获得许多

奖，就说这书，有：第三届宋庆龄儿童文
学金奖；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优秀奖；台
湾“好书大家读”长篇小说类创作最嘉
奖；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
奖。看到这就想竖起大拇指，心里发出
啧啧赞叹。明子对他来说城市一点熟悉
感觉没有，是遥远的，陌生的，永不可达
到的。永不可解释，永不可捉摸的，是可
望不可及的。他跟城市永远达不到边。

书的内容纯美，依托作者弱化的情
感，忧心仲仲，内心的无助，想向别人求
的帮助，却又退了回来。在这情感又又
一丝丝坚强的光，支撑着他，告诉他要
乐观向上，表达作者对世界的期望，冥
冥之中想对这个世界改变，变得更加美
好，去呵护。这书是顽强的精神寄托，它
让我对城市重新认识，让我明白许多，
我要把它时刻放在身边，点醒我，无论
何时何地！

谭市小学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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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张锦

指导老师 张志强

母 爱
在寒假期间，我读了一本沈石溪

写的动物小说《狼王梦》。让我明白了
母亲对子女的爱自始自终都没有改
变，事事都为你着想，就算是责备也带
着深深的爱。

文中的主人公紫岚是一头母狼，
丈夫早逝，独自养着孩子。它望子成
龙，把三匹小公狼培育成强健有力的
大公狼，希望去争夺狼王宝座。它用尽
全部精力和办法，甚至被它的孩子咬
残了一条腿，也毫无怨言。但命运是残
酷的，每当离成功只一步之遥时，都失
败了，三匹狼儿都死了。它没有心灰意
冷，因为它身边还有一个小女儿媚媚，
为了它好，它在媚媚心里就是一个坏
狼，狠心地把它赶出了家，但她为了媚
媚和快要出生的狼孙与老雕独斗，同
归于尽……

读完以后，我为紫岚无私的爱感
到伟大，我为把紫岚的爱当成恨的狼
子们感到气愤，而我为我以前所做的
事情而感到惭愧，但看了这本书以后，
我便有所改变……

以前每天早上，厨房里总会飘出
早餐的香味，一碗五谷粥，几个包子，
一碗咸菜……虽说是丰盛呀！可天天
吃也会腻，比楼下的早餐店差多了，我
宁愿去楼下买一杯豆浆和几个包子。
这个星期天，下着蒙蒙细雨，我买完早
餐回来。这时，妈妈从厨房端来早餐。
我无奈的看着手上的早餐，想着妈妈
失望的样子……“妈妈我马上来吃。”
我把早餐扔在一边，妈妈也笑了。在这
里面我感受到了妈妈的爱，《狼王梦》
启迪了我。
千万种语言，母爱最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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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唐羽

指导老师 张志强

人与动物的情感
好读书，读好书，读书好。最近，我读了

杨红樱阿姨的《笑猫日记·小白的选择》这
本书。

这本书主要讲一只贵兵犬小白选主人
的过程，最后选择了对小白无微不至照顾
的神秘女人，反衬出人和动物之间的感情。

我曾经看过一部电影，叫《忠犬八公》。
同样也是反衬出人与动物之间的感情。是
有一位大学教授帕克在小镇的车站上偶遇
一只可怜的小秋田犬，它孤苦无依的身影
惹起他的怜悯，虽然妻子非常反对把它留
下来，并想尽办法要把它送走，但看到丈夫
和女儿对它无微不至的由衷喜爱，终于决
定让它成为家庭一员，帕克为它取名“八
公”。八公陪着帕克全家一起成长，从小狗
渐渐变成庞然大物。八公每天准时陪伴帕
克上班，傍晚五点准时出现在车站门口迎
接帕克下班，这可是他们的约会时光。在小
镇车站站长，卖热狗的小贩，附近商店的老
板娘的眼中这都是已经习以为常的画面；
看到帕克从车站出来叫出那一声熟悉的
“Hachi”，八公兴奋地扑上前去撒娇的样
子，已经成了车站每天上演的故事。然而在
八公学会捡球的那一天，帕克开心且骄傲，
但也是最后一次两人的珍贵回忆。就在那
一天，帕克在大学上课时突然倒下，他因心
脏病突发而死亡，再也没有回到车站。之后
每天傍晚五点，八公仍然来到火车站里等
候、凝视，两只眼睛紧紧盯着车站门口，十
分期待帕克的到来，但是它每次都是十分
失望的走回家。尽管帕克已经去世了，可八
公从来没有放弃到车站去接送帕克，就这
样八公历经了许多个春夏秋冬，直到死去，
后来人们把八公在车站门口等待帕克回来
的动作、表情做成雕塑，摆放在了车站的门
口。

有句话说得好：“你怎么对别人，别人
就怎么对你。”正是因为帕克和神秘女人对
八公和小白的有爱，才是它们忘不了主人。
政平小学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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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盛怡 指导老师 沈秋芳

三国演义
寒假里，我读了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

义》，里面讲述了三国时代的战争。
故事中有霸气威武的曹操，情义深厚

的刘关张三兄弟，既胆小可又聪明的孙权。
故事中大至是这样的：在汉朝即将灭

亡时，出现了一个董卓，他生性好色可又有
勇有谋，当时天下十八路诸侯想灭了董卓
老贼，董卓的宫中有个人名叫曹操，子孟德
的人，集结宫中的人，其中吕布刺杀了董
卓，后来曹操依靠十八路诸侯，发展自己的
势力，渐渐势力强大灭了袁绍、袁术，另一
边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因为刘备是汉朝皇
叔所以想恢复汉朝，又带了一队人马壮大
自己实力，孙权也谋得一片地之后三股势
力急速发展。乱世奸巨曹操是逐渐壮大势
力，之后刘备三顾茅庐得了诸葛亮，刘备如
虎添翼，马上抢地盘，几十年后，曹操得风
疾死去，刘备也死去，刘备死前让阿斗当皇
帝，于是，蜀国日益衰竭，魏国有个司马懿
帮着打蜀国，诸葛亮被司马懿三寸不烂之
舌骂死了，后来司马懿统一天下，名为晋。

读完后真是了解什么是螳螂捕蝉黄雀
在后，三国的三个领袖是螳螂和蝉，司马懿
是黄雀，曹操太惨了，辛苦为自己打天下的
天地竟被自己的大臣给夺了，真是日防夜
防家贼难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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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王雨阳

那本书使我流泪了

美丽的蜕变

有只小鸭子一生下来，
就长得特别丑，一点都不像
别的小鸭子那么活泼可爱！
因为长得丑，所有的朋友都
嘲笑它、讽刺它，连自己的兄
弟姐妹也常常欺负它，还给
它去了个难听的外号———
“丑小鸭”。丑小鸭非常孤独
自卑，选择独自离开了家，
到外面去生活。尽管它受尽
了折磨，但它通过自己的努
力，永不放弃，坚持不分昼
夜地学飞学飞再学飞。他不
断地超越自我，最后勇敢地
飞了起来，飞上了高高的蓝
天，翱翔于浩瀚的天际，它
感到生命从此有了前所未有

的提升，它变成了美丽的白
天鹅。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我
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
和缺点，面对自身先天不足
时不能自卑，唯有改变！直至
达到自己的梦想！演绎生命
的精彩！读了丑小鸭的故事，
我掩卷沉思：一个人的出生
无法选择，但后天过怎样的
人生是可以选择的，今生不
精彩,何时能再来？人生的价
值是自己创造的，应该说自
己是自己的人生设计师。

由此，我不禁联想到自
己。我是一个普通而平凡的
女孩，总是觉得自己太不够

出众！所以一直很自卑，说
话做事更是胆怯！但我转念
又想：丑小鸭通过自己不懈
的努力能改变自己，我是一
位有血有肉有灵魂的女孩，
难道我还不如一只丑小鸭
吗？“人不学，不如物。”我的
梦想是要成为一名德艺和
才学兼优的优秀女生。从今
以后我愿像丑小鸭一样，在
艰辛与痛苦的磨练自己的
过程中改变自我，我深知：
宝刀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
苦寒来。我会朝着自己的梦
想进军！
谭市小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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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曹宇晴

指导老师 万里红

书是良药，治愈一切由
无知造成的愚蠢；书是益友，
伴你走过许多难眠的黑夜；
书是扁舟，在知识的海洋中
乘风破浪；书是钥匙，打开智
慧之门的铁锁……在浩渺如
烟的书海中，我感触最深的
便是《鲁滨逊漂流记》了。

这是一本历险小说，小
说的主人公鲁滨逊在一次海
难中沦落到了一座荒无人烟
的小岛，运用自己的智慧与
顽强毅力，鲁滨逊在岛上存
活了下来。他驯养了大量牲
畜和鸟类，搭建了居住的小
屋，并偶然救下了俘虏“星期
五”。这样的生活一直到了28

年后的一天，
他们在孤岛附
近发现了一艘
英国船，终于
回到了故乡。

真正的勇
士，敢于直面
惨淡的人生。
我无法想象，
弹尽粮绝却没
有食物裹腹的
感觉；我无法
想象，满怀心
事却没有人能

倾诉的滋味；我无法想象，危
机四伏却手无寸铁的无助；
我更无法想象，远离文明且
孤身一人的体会……无数个
日日夜夜，无数次辗转难眠，
无数种危险潜伏，无数回几
乎绝望，如果没有鲁滨逊的
聪明机智，没有他的乐观向
上，没有他的紧韧勇敢，没有
他的顽强精神，那么，海浪可
以淹没他，猛兽可以撕碎他，
恐惧可以吓退他……在面对
岛上那未知的一切时，鲁滨
逊的优秀品质有了用武之
地，它们恍若黑夜中的明灯，
照亮了前方。

贫穷的农夫有肥沃的土
地；无知的幼童有天真的心
灵；上班族有工作的乐趣
……佛说：“欲得净土，当净
其心。”甚至临死之人也有一
切，因为他们有一颗纯净的
心，它不怕死亡，看淡了一
切。

你一无所有，你拥有一
切。像鲁滨逊那样，用自己所
拥有的去面向那未知的吧，
那总有一天也是你的。行动
是最好的安全感。
芙蓉小学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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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刘芝贤

指导老师 莫金霞

你一无所有，你拥有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