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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名著中的《水浒传》大
家应该都听说过吧！我寒假里
读了这本书。《水浒传》是施耐
庵根据历史故事写出的一本小
说，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本书。

小说里有许多梁山好汉，
如：最具反抗精神的李逵、性
格刚烈的武松、最讲义气的宋
江以及逆来顺受最后走上反
抗道路的林冲等共一百零八

人，他们都是受朝廷迫害而走
上反抗道路的。宋江宋公明是
梁山好汉的领头羊，智多星吴
用是他的军师，所以每次打仗
他都是战无不胜、无所不能
的。虽然朝廷不断地攻打梁
山，但是梁山是个易守难攻的
地方，那里三面环山，一面环
水，朝廷一直没有把他们攻下
来。

梁山泊众好汉中功夫了

得的有卢俊义，他被称为“玉
麒麟”，还有“没羽箭”张清，你
别以为他是射箭的，其实他是
用石头打人的，而且百发百
中。而我最喜欢的是武松，因
为他不但功夫了得而且还赤
手空拳打老虎。人们最熟悉的
是武松打虎的故事，我从故事
里知道古代的老虎都叫“大
虫”，武松在一个号称“三碗不
过岗”的酒店喝了十八碗酒

后，在山上徒手打死一只虎，
可想而知他的力气有多大，有
多勇猛。我还知道武松最后在
杭州六和寺出家。
我要从这些梁山泊好汉的

身上学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
精神，可千万不要以武力来欺
负弱小。

龙虎塘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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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张鹏翔

指导老师 章宏恒

鲁迅一生笔耕不辍，创作
了大量的优秀作品，深刻反映
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特性，力图
唤醒沉睡的人们，为中华民族
的复兴做出了贡献。这次，我读
的这本书叫做《鲁迅文学经
典》，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这本书中，最吸引我的要

属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
集《野草》了。《朝花夕拾》中的
散文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
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情
深的怀念。幼时的保姆长妈妈，
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他真
诚的关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
坷，孤傲不羁的老友范爱农，给

过他无限乐趣的百草园，吸引
着他的好奇心的民间戏剧和民
间娱乐活动……

再说《野草》，同《朝花夕
拾》中那些明镜细致的散文不
同，《野草》中的散文诗呈现出
迷离恍惚，奇异幻美的意境。他
们像一团团情绪的云气，在空

中旋转飘荡，变幻出各种意想
不到的形状。
我爱鲁迅的作品，我更爱

鲁迅为人着想的品质！让我们
一起好读书，读好书！

龙虎塘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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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邰翔宇

指导老师 章宏恒

“许迪文，植树去!”“来
啦！”
来到楼下，哎！全都是灰蒙

蒙一片的雾霾。城市被雾霾笼罩
在尘埃之下，没了色彩，没了生
机，没了活力！这可恶的雾霾，何
时才能离去？环境被他无情地破
坏，被他撕扯地四分五裂！这该
死的雾霾，何时才能滚开？
“2014年，我们的中国被卷

入一场覆盖25个省市和6亿
人的大雾霾，这场雾霾持续了几
个月。这一年，兰州空气污染
112天，成都125天，沈阳152

天，北京175天，天津197天，
石家庄264天。雾霾会引起鼻
炎、支气管炎、肺癌、小儿佝偻病
等病症；会让人产生悲观情绪；
会使交通阻塞，事故频发；会使
气象灾害连连发生，使人出现呼
吸困难、视力衰退、手足抽搐等
现象。一个个惊人的数字和一句
句震撼人心的语句撞击着我的
心，让我心惊肉跳。”

今年2月28日，一部叫
《穹顶之下》的片子轰动了整个
中国。中央卫视的记者———柴
静拍摄这部片子，是为了呼吁

大家一起抵抗雾霾，保护我们
的家园。
看完这部片子，我感慨万

分。我们不能再眼睁睁地看着
雾霾侵蚀着人类。为了我们的蓝
天，为了我们的白云，为了我们
美丽的世界，大家一起种上一株
株小树苗，把它呵护成参天大
树。让它们使空气变得更加清
新，使雾霾远离我们的城市，使
我们的天空湛蓝湛蓝的。我相信
在几十年后，我们的生活将不是
整天戴着口罩，而是尽情地感受
大自然给予我们的乐趣。春天，

在阳光明媚的早晨，打开窗户，
尽情地感受暖暖的风和淡淡的
花香；夏天，在下着绵绵细雨的
上午，来到小水坑里，赤着脚丫
踩着水花；秋天，在凉爽宜人的
中午，坐在椅子上，懒洋洋地晒
一会儿太阳；冬天，在大雪纷飞
的下午，走到门外，伸着舌头去
接飘下来的雪花。

在穹顶之下的我们，将会
让雾霾不复存在！让我们植树
去。
西横街小学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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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许迪文

指导老师 高琦

《鲁滨逊漂流记》这本书令人难忘，里
面的词句令人震撼。作者是来自英国的作
家丹尼尔·笛福。
这是一本能给人坚强信念的书，书中

讲到一个出生在约克郡的富裕家庭里的孩
子———鲁滨逊·克鲁索，小鲁滨逊不喜欢安
安稳稳地生活，他从小就渴望冒险，所以，
他放弃了家里的地位、钱财，在18岁时离
家航海。航海可不是闹着玩的，经过了九死
一生，“幸运”的鲁滨逊在一次海难中漂到
了一个无人小岛上，除了他，其他水手都被
淹死了，鲁滨逊在翻了的货船上找到一些
生活用品，勉强活了下来，在克服了最初的
悲观与绝望之后，他凭借自己顽强的毅力，
与大自然展开了英勇的搏斗，经过了20多
年他依靠自己的双手和智慧，从无人荒岛
回到了英国，这完全是靠他坚持不懈的意
念才创造的奇迹。
鲁滨逊在一个荒岛上生活了20多年！

这确实是一个奇迹，我非常佩服他，他一个
人在岛上生存，而且生活过得井井有条，他
自己开垦土地，有牧场，有两幢木房……靠
着这些，坚持了20年左右，在想想现在的
孩子洗衣、做饭什么都不会，从来都是衣来
伸手，饭来张口的小懒虫。
说到干田地的活，我可身有体会。记得

在新年里，我去外公家玩。外公家后院有一
小片菜地，里面种满了绿油油的青菜，青翠
欲滴的大蒜，又圆又大的包菜，我看了可好
奇了！非要拉着外公带我去摘，我左手拿篮
子右手拿镰刀，东看看西瞧瞧，找到一颗大
青菜，我拿起镰刀砍了半天，青菜纹丝不
动，我想了想，用手用力一拉，呵！根都被我
拉出来了，才勉强拔出几片菜叶，外公心疼
地看着被我拉伤的青菜，无奈的笑了一下。
最美的雪莲花开在陡峭的冰涯，最美

的风景都在险峰之上，只要我们伸出勤劳
的双手，迎着风雨，就会创造新的奇迹。鲁
滨逊·克鲁索，你是我永远的榜样！
新安小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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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黄晓 指导老师 刘莺娟

特殊的除夕夜
天边的最后一丝晚霞终于不情愿地离

去了，弟弟捧出早已准备好的烟花，迎接除
夕的到来。
一朵朵烟花在夜空中绽放，弟弟在一

旁兴奋地大呼小叫，正当他放得起劲，我却
“不识时务”地叫他停下，他顿时气愤极了：
“为什么不让我放？”边说还边用小拳头像
擂鼓一样捶着我的腿，嘴里嚷嚷着……我
笑着问弟弟：“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天
的雾霾吗？”
“我放烟花跟雾霾有什么关系？”他丈

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我们放烟花的时候会产生许多烟雾，

它们的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硫，是形成雾霾
的罪魁祸首之一，不仅会影响植物生长，危
害人的健康……而且我们常州的空气质量
情况也很不乐观。”
“原来雾霾这么可怕！”弟弟惊讶极了，

“可是不放烟花，这过年就不热闹了。”
“没关系，我们可以从网上收集一些放

鞭炮烟花的声音来放，这样不仅环保，而且
充满年味，其实过年最主要的就是一家人
团团圆圆、开开心心地在一起。”
“可剩下的烟花怎么处理呢？”
“没事，没事。现在有专门的烟花回收

处理店，能够安全、有效、环保的处理这类
烟花，过了年我们一起送去好不好？”
“好！”弟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让我们大家携起手来吧！少放烟花多

植树，让越来越多的小草和大树成为“空气
净化器”。有朝一日，我们一定会打败雾霾
的!

! ! ! !

新安小学六"

*

$班 冯铭贤

指导老师 刘艳萍

诺曼底地区大战前夜，美
国伞兵安道特由于空投失误，
迷失了方向，为了躲避德国军
队，便跑到一个法国居民家，
寻求躲避。男主人为了保护
他，被巡查的德国军队当场枪
毙了。紧接着，安道特向女主
人第二次求救，女主人毫不犹
豫地答应了，最终安道特获救
了。

这是我刚刚读的一个故
事，文中对女主人的描述是这

样的：“她长得并不漂亮，但眼
光善良而镇定。”但是我觉得女
主人是那么美丽。当她丈夫为
了救安道特而被德国先锋枪毙
之后，她和孩子们放声大哭，我
原本以为她会记恨安道特，但
是我错了，当安道特第二次跑
到她面前，向她求救时，他仍然
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安道特的请
求。这时候，我心里不觉一怔，
因为她的丈夫刚刚是为了救安
道特才牺牲的，我想，换做是我

们现在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
向女主人那么毫不犹豫吧。在
我看来，也许她长得并不漂亮，
但却给人惊艳之感，那才是真
正的美丽。
我们身边何尝没有这样的

人呢？当我们开开心心地过着
年，或是庆祝节日的时候，那些
环保工人、公交车司机、饭店厨
师……却还在为我们默默无闻
地服务着。你们别看环保工人
们身上脏兮兮的，工作是那么

低级，但是当我们放炮仗，扔垃
圾的时候，你可知道环保工人
的辛苦，只要我们每个人少扔
一张纸，说不定就能减轻他们
的负担，我觉得他们才值得拥
有正真的美丽。
美，并不停留在于表面，表

面的美，终究会随着年龄的增
长而慢慢消失，但只有心灵的
美，才能永不褪色，那才是真正
的美丽。
西夏墅中心小学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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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黄蕊

最美的雪莲开
在陡峭的冰涯

真正的美丽
———读《第二次冒险》有感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他的品质

穹顶之下

最近，动物园里的动物各
个无精打采，懒洋洋的，好多游
客都到园长那儿反应这个情
况。园长也察觉到了这一点，他
经过反复思考，最后郑重决定：
把所有动物放生，让他们自力
更生！

动物们听了园长的决定，

都欢呼雀跃，纷纷告别牢笼，迫
不及待地踏上了找工作的旅
程。
猎豹信心十足地来到人才

市场，可转了一圈后却十分沮
丧，因为他长得实在太凶恶了，
几乎所有的人见了它都胆战心
惊，谁还敢招聘它当员工？它低

着头，十分苦恼地在街上漫步，
不知不觉来到了警察局。它见
了局长，跟局长讲了它找工作
的经历。局长见猎豹眼睛炯炯
有神，身体强健，四肢粗壮有
力，觉得他是干警察的好苗子，
就把它收留了下来，并分配他
一份合适的工作———当一名追

捕人员，工资也十分高。这可把
猎豹乐坏了。为了报答局长对
它的知遇之恩，它不分白天黑
夜地勤奋工作，不给罪犯一点
可乘之机。局长见它工作十分
努力，万分欢喜，授予他“勤奋”
勋章，成了全体警察的榜样。
湖塘实验小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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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何畏

自力更生的猎豹

有一天，动物园园长突发
奇想，决定把动物放出去,让他
们自己打工赚钱,养活自己。
终于等到可以自由找工作

的那一天了，猎豹信心满满地
准备去人才市场找一份满意的
工作。他心里想，他跑得快如旋
风，当个信差什么的，还不是轻
而易举的事？
到了人才市场，猎豹对人

才市场的经理大象先生说：“我
可是咱们动物界跑得最快的，
人称‘小旋风’，您给我介绍一
个要求速度的工作，保证让您
满意！”

大象经理想了想，说道：
“你去当快递员吧，那里正好缺
人手。现在工作都得讲究效率，
快递这一行首先就是要快，这
正好能发挥你的特长。如果你

愿意的话，明天就可以去上班
了。”
于是猎豹开开心心地上班

了。他每天以百米冲刺的速度
派送快递，所有的快递员中，他
是干得最出色的，受到了顾客
们的好评，被公司评为优秀员
工。猎豹心里估摸着，他的保底
工资有2000元，再加上优秀
员工的奖金，足以让他过几个

月好日子了。猎豹辛辛苦苦干
了几个月，终于盼到了年底发
工资的那一天。老板却说：“今
年公司的效益不好，除了管大
家吃住，已经发不出工资了。”
猎豹心里很失落，万般无

奈，他只好又回到动物园，至少
哪里有吃有喝，有人伺候。

湖塘桥实验小学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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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毛星语

猎豹打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