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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的一句话说得好!

"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 生活

里没有书籍$ 就好像没有阳光%

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

有翅膀#&读书给了我很多快乐$

所以$从小我就爱读书# 我读过

的书有很多$例如!'鲁滨逊漂流

记()'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海

的女儿(**其中$我最喜欢的

书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

书是苏联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

夫斯基在全身瘫痪)双目失明的

情况下写的# 他从小当过童工$

!"!"

年加入共青团参加国内战

争# 由于长期艰苦斗争$健康受

到损害$导致他全身瘫痪$双目

失明#书中的主人公保尔就很像

他#

我喜欢这本书$是因为我被

保尔的坚强意志深深打动了#他

经历的种种磨难$拿出任何的一

次放在一个普通人身上$都是生

其命无法承受的#他参加红军骑

兵师后$勇敢战斗$在一次进攻

中被波兰人的炮弹炸成重伤$差

点死去$身体留下了严重的后遗

症%一次激战中$他头部负了重

伤$在医院昏迷了
!#

天$用顽强

的毅力战胜了死亡%在筑路工作

快要结束时$他得了伤寒并引发

肺炎回家乡休息#医生在给他诊

治时$ 发现他脊柱上有一个深

坑$原来是战争中炸弹给他留下

的#保尔这种坚强的意志真是让

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是多么的

伟大啊,

读完这本书$我受到了很大

的启发!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

命对人来说只有一次#人的一生

应当这样度过!当一个人回首往

事时$ 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

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辅导老师#何瑞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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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山墙的安妮(是一本引

人入胜的书#这本书的小主人公

安妮天真活泼)聪明善良)顽皮

倔强的可爱形象让我入迷$我常

常流连忘返在字里行间不能自

拔#

安妮拥有丰富的想象力$她

可以把一切平凡的事物想象得

妙趣横生# 她有着夸张的言辞$

可以把任何话说得幽默风趣$让

人忍俊不禁#安妮的好朋友---

黛安娜$ 是她形影不离的朋友$

在安妮最困难时$黛安娜给予了

她帮助# 在黛安娜最需要帮助

时$安妮给予了她温暖#最终$她

们成为了一对互帮互助的好朋

友#

我们也要学习她们$多帮助

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施人玫瑰$

手留余香$ 也会得到更多的友

情#

读完这本书$我暗暗地佩服

安妮$因为她善良孝顺$宁可放

弃上名牌大学的机会$也要照顾

身体虚弱的母亲# 快乐活泼)善

良孝顺的安妮给了我们许多启

示$你喜欢她吗.

!辅导老师#于慧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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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向大家推荐一本书$名

为'四库宝书(#这本书主要是讲

小学生的词)语)文)资料四大类

的书# 我从中学了一些好词$有

千里迢迢)庞然大物)彬彬有礼)

忧心忡忡) 咄咄逼人等多种词

语#

"文&这部分教我们怎样写

作文# 其中有个寓言故事叫做

'水手与大海($这个故事给我的

启示是$如果因为一个人有某种

缺陷就否定其价值$而不去学习

和利用其长处$就会是笔不小的

损失#

"语&这部分就是根据一些

词$写出一个个小短文# 还有一

些合同)征文)寻物)招领等多种

写作手法#

"资料库&$就是介绍一些诗

人和作家的资料以及怎样用比

喻)拟人)夸张等修辞手法造句#

今天$我就说说"比喻&这种修辞

手法吧# "比喻&是通过两类不同

的事物的相似点$ 用乙事物来比

甲事物$ 由一个或几个比喻组成

的句子叫比喻句# 完整的比喻句

应该包括三个部分!本体)喻词)

喻体#在具体使用中$往往根据文

章表达的需要或省略某一部分#

自从读了这本书后$ 我写

的作文不再像以前写的那样只

记流水账了# 因此$我建议小朋

友有时间的话就读一读这本书

吧, !辅导老师#刘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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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葵花(这本书是作家

曹文轩在
'&&<

年激情奉献)心

爱备至的最新力作#

这本书讲述了一个男孩与

一个女孩的故事# 男孩叫青铜$

女孩叫葵花# 一个特别的机缘$

让城市女孩葵花和乡村男孩青

铜成了兄妹相称的朋友#他们一

起生活$一起长大#

!'

岁那年$

命运将女孩葵花召回她的城

市# 男孩青铜从此常常遥望芦

荡的尽头$ 遥望女孩葵花所在

的地方**他无声无息地躺在

地上$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

他醒来了# 他靠着草垛$慢慢地

站起来# 他看到了葵花# 不会说

话的他$张开嘴巴$用尽平生力

气$大喊一声!"葵---花&# 放鸭

的少年嘎鱼$正巧路过这里$忽然

听到了青铜的叫声$ 一下子怔住

了# 青铜又大叫一声!"葵---

花, &

虽然吐字不清$但声音确实

是从青铜的喉咙里发出的#嘎鱼

丢下他的鸭群$撒腿就往青铜家

跑$一边跑$一边大声向大麦地

的人宣布!"青铜会说话啦,青铜

会说话啦, & 而青铜正从大草垛

下$往田野上狂跑**

我喜欢这本书$是因为作品

字里行间无不充盈着感人肺腑)

震撼人心的人间真情$无不闪耀

着我们要对生命中真善美的永

恒追寻#'青铜葵花(是一本充满

真情的书#

!辅导老师#王茹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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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天才还是人才$都需

要书的辅助%无论是任何人$书

都能成为你人生中的铺路石 #

莎士比亚有一句名言!" 书籍是

全人类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

籍$就好像没有大地阳光%智慧

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

膀# &

我爱书$ 就像小树爱阳光%

我恋书$就像白云恋蓝天%我离

不开书$就像鱼儿离不开水**

难忘与书一起走过的每一分钟$

有过伤感的泪水$有过开心的微

笑$成长不可无书#

年幼的我$ 喜欢看 '灰姑

娘($ 它打动了我幼小的心灵%

'青蛙王子(让我懂得了做人要

守信用%'白雪公主(让我追求真

善美%'卖火柴的小女孩(让我落

泪**这些书中的主人公教会

了我爱与乐观#

岁月一点点流逝$我告别了

充满神奇幻想的童话世界$开始

迷醉于动听的诗歌)蕴涵深刻的

小说以及优美感人的散文$那一

本本或大或小$或薄或厚的文字

著作$如雨露般滋润着我干涸的

心田!'西游记( 教会我不怕困

难$ 勇往直前%'鲁滨逊漂流记(

告诉我要乐观面对生活$幸福总

会到来%在'感悟母爱(面前$我

流泪不止**

倘若千千万万的书籍汇成

知识的海洋$ 我便是一叶扁舟$

在大海里乘风破浪%倘若数不胜

数的美文作品编织成了天边五

彩的云霞$ 我便是一只鸟儿$在

云层中穿梭翱翔#

让我们在书海中翱翔吧,我

爱读书, !辅导老师#范春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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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与幽默(是一本收集

中外名人演讲和幽默语句的

书#

看这本书之前$ 我认为幽

默只是有意思$ 逗人笑$ 很滑

稽# 读了这本书$我才知道幽默

还需富有思想性和艺术性# 让

我来讲一个从书中看到的幽默

小故事吧#

上世纪
<&

年代$ 由于基层

干部工作作风粗暴$有一位老教

授竟投河自杀$ 幸好被人救起#

陈毅知道后$说!"你真是读书一

世$糊涂一时# 什么事非得去找

龙王爷. 要自杀. 你先跟我打个

电话$ 咱们俩商量商量嘛**&

陈毅这样一说$ 在场的人都乐

了$老教授也放下了包袱#

我不开心时$ 这本书会把

我逗得哈哈大笑 %因写作文而

烦恼时 $ 它又给了我好词好

句# 书中名人的幽默故事不仅

让我开心 $还让我懂得了一些

哲理#

我喜欢'演讲与幽默($

!辅导教师#王书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