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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我怀着崇敬的心情!

读完了美国作家海伦"凯勒写的

一本书#$$%假如给我三天光

明&'

!"

世纪!一位命运多舛又自

强不息( 在黑暗中寻找并给人类

带来光明的女性出现了! 她就是

海伦)凯勒' 海伦"凯勒两岁时就

失明了! 是不是她一生都生活在

黑暗中* 是不是她一生都在痛苦

中度过* 当然不是+ 自从安妮)苏

立文小姐来到了海伦)凯勒的世

界!教会她读书(写字之后!她的

一切就变得丰富起来' 她开始对

生活充满希望!在无边无尽的黑

暗中看到了光明' 她后来凭借坚

强的意志和惊人的毅力毕业于

哈佛大学!一生写了
#"

本书!最

后又把慈爱的双手伸向全世界!

用生命的全部力量为残疾人造

福' 海伦)凯勒伟大的一生!写作

了许多经典散文 !代表作有 %我

的生活 &(%走出黑暗 &(%我的老

师 &以及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

表现了盲人渴望冲破黑暗(看到

光明(观察人世间一切美好事物

的愿望'

看了这本书 !我想 !我们健

全人每天都能健健康康地生活!

每天都能看见周围的一切景物!

但盲人却生活在黑暗的世界里!

看不见美好的事物!该有多么痛

苦呀+ 但海伦)凯勒不一样!她以

乐观的态度(惊人的毅力考取了

哈佛大学 ! 又把爱心洒向全世

界+ 我要向海伦)凯勒学习!做一

个坚强勇敢 (不怕困难 (富有爱

心的人+

看了这本书! 我受益匪浅!

海伦)凯勒那坚强勇敢的品质 !

激励着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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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是人类的良师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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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

步的阶梯' .而我觉得!书是人类

的良师益友!因为它能让我们体

会到童话的神奇魅力!使我们感

受到莫大的快乐!得到有益的知

识'

我的房间里有许多我喜欢

看的书!如%小故事大道理&(%少

年儿童百科全书&(%少儿十万个

为什么&(%一千零一夜&(%格林

童话 &! 我最喜爱的一本书是

%

&"&

个经典童话&' 这本书里有

很多有趣的童话故事'

我最喜欢 %

&"&

个经典童

话&中的%金乌鸦&!这个童话讲

了一个穷人家小女孩的故事'金

乌鸦吃了小女孩家的米!金乌鸦

说,-我会用东西赔偿' .最后!金

乌鸦让她在大(中(小三个盒子

中任选一个!那个小女孩说,-你

只吃了我家一点点米!我就挑个

小盒子就够了' .结果!小盒子里

面是一百颗宝石' 从此!这个小

女孩家过上了幸福( 富有的生

活'而金乌鸦只吃了另一个贪心

女孩家一点点米!贪心女孩马上

要金乌鸦拿出许多珠宝赔给她'

选盒子时!贪心女孩一口咬定要

大的' 结果!大盒子里面是条大

蛇'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什么

事都要脚踏实地!不要狂妄着别

人的施舍! 贪得无厌没有好下

场'

读了这本书! 我深刻体会

到,我们应该向勤劳肯吃苦的人

学习' 在学习上也是一样!只要

我们不怕苦!肯动脑筋!靠自己

的智慧去创造财富!生命才有价

值' !辅导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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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是知识的阶梯!读一本好

书就是与许多高尚的人谈话!在

书里面学到的知识和道理是我

们一生都受用不尽的' 在我的

小书橱里有许多的书!如%格林

童话&(%阳光姐姐小书房&(%阳

光姐姐校园派&!还有%冰心奖作

品集&// 在这么多的书里!我

最喜欢看的一本书是 %爱的教

育&! 这本书是意大利作家亚米

契斯的作品!被认为是意大利人

必读的十本小说之一!是世界文

学史上经久不衰的名著!被各国

公认为最富爱心和教育性的读

物' 下面!我来向大家介绍一下

这本书吧
9

我现在已经上六年级了 !

%爱的教育&我看过无数遍!如今

再翻开这本书! 仍深深被她吸

引' 当看到-才来上一年级的小

孩们怎么也不愿到教室里去!像

驴马似的倔强!好不容易被拉进

去!有的又跑了出来!有的因为

找不到父母!哭了起来' 家长急

了!跑进教室!哄的哄!大声斥责

的大声斥责!十分吵闹' 老师也

弄得没有法子了' .我又哈哈大

笑起来! 这不是一年级时的我

吗*再往下看!新学期开始!同学

们对新老师的疑虑!以及对新老

师的真诚!陌生同学间的相互了

解!伴随而来的各种层出不穷的

各种摩擦(矛盾!一学年里发生

的意想不到的事情!比如,罗伯

蒂为了救一个小孩而被马车轧

断了脚! 卡罗纳的母亲去世了!

操劳过度的女教师也去世了!最

后!-我.要转学了' 许多事情好

像发生在我们身边一样'

%爱的教育&是一本好书!她

教会了我许多做人的道理'有时

间了你也来读一读吧!相信你也

会像我一样喜欢这本书的'

!辅导老师#王金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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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读书!书让人们随时能

学到知识!书让人们随时能发现

惊喜和快乐! 所以我爱上了读

书'我最爱读的书是海明威先生

的%老人与海&'

%老人与海& 讲了一个老人

到墨西哥湾捕鱼的故事'不知是

不是走了霉运! 老人这段时间

###整整
:#

天! 一条鱼也没有

捕到' 第八十五天!老人准备再

去碰碰运气!老人在海湾上划了

一天!在夜里!老人钓到了一条

马林鱼' 马林鱼又大又长!比老

人的小船大好几倍'老人和这条

大鱼搏斗了三天三夜!老人在双

肩已经麻木(左手失去知觉的情

况下终于打败了大鱼'可是在回

家的路上! 来了几头大鲨鱼!鲨

鱼抢走了马林鱼全部的肉!这让

老人很伤心'

看了这个故事!我认为这不

不是在讲一个捕鱼的老人!而是

讲了一位硬汉在种种困难情况

下坚持不懈的故事'我们应该学

习书中那位永远打不垮的老人'

我们能从书里发现让人想

不到的喜悦!书是陪我们走过一

生的最好朋友'

快乐是一种品质
周口七一路一小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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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小子戴安&是杨红樱写的

一篇描写男孩女孩成长的启示

录! 是最美的校园小说绘本!演

绎着青春期的蜕变'

书中讲述的是一个从国外来

的人要投资把白果林小学改制成

股份制学校' 改制后的白果林小

学是一座有
&!

个年级的小学!假

小子戴安可以留在这里读七年

级' 安先生和戴安是在这所学校

认识的! 戴安有一种他们很久很

久以前就认识的感觉' 更奇怪的

是! 戴安的妈妈戴小竹不让戴安

继续留在白果林学校读七年级!

也不让戴安去找安先生' 白果林

小学的校董! 学校里的每一个人

都没有见过他! 大家都说校董是

个隐形人' 安先生知道戴小竹什

么季节喜欢什么花! 也知道戴小

竹什么季节喝什么咖啡! 这让戴

安惊叹不已'

戴安从小就和别的孩子一

样问自己的爸爸在哪里(长什么

样子!小竹就对他说,-你的爸爸

在世界的另一头!并且每个生日

都送给戴安生日礼物' . 直到有

一天!戴小竹给戴安说安先生就

是他父亲时
;

戴安就把自己灌醉

了//

后来! 安先生默默地从戴安

的身边离开了'安先生走后!去了

国外!就没有回来'戴安像丢了魂

儿一样! 到处寻找安先生' 在三

八妇女节的晚会上! 李小俊把戴

安的父亲! 也就是安先生又从国

外叫了回来' 戴安在书吧里又遇

见了那个穿黑披风的人' 戴安虽

然从小就没有父亲的关心! 却依

然快乐着'

我想快乐是一种品质! 是一

种成功###并不是生活没有曲

折!但是!你的心态要快乐!要展

示给别人快乐'

!辅导老师#王茹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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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有很多书 ! %童话故

事 &(%寓言故事 &(%中外名人故

事&' 今天!我读了%中外名人故

事&中%铁杵磨成针 &这篇文章 !

给了很大的启示'

这篇文章主要讲李白小时

候是个聪明的孩子!他爸爸见他

有较好的接受能力 ! 就教他学

-六甲.' 整天读这些干巴巴的空

洞文字有什么意义呢* 他感到毫

无趣味 ! 就私自跑到外面去玩

了' 他看见一位老婆婆拿着一根

铁杵在磨刀石上不停地磨着!要

把它磨成一根针' 李白好像明白

了什么 ! 又回到了学堂好好念

书'

我也和李白一样!有过类似

的经历! 总觉得读书读久了!一

点儿意思都没有!总是想到外面

走走!看看外面的世界到底有多

大' 想久了!就忍不住丢下多得

如山的作业!自个儿跑到屋外玩

去了' 俗话说得好呀!-坚持就是

胜利.' 做作业虽然很枯燥!但还

是得坚持到最后' 每当看到自己

已做完的作业!那是多么高兴的

事啊+

这篇课文使我懂得了一个

道理###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

针' 我们不管遇到了什么事(什

么困难都不要怕! 哪怕再艰难!

只要肯下功夫!也一定能克服'

!辅导老师#刘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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