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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我最喜欢的一本书"主题征文作品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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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如同一杯清茶!沁人心脾!流

香久远" 小时候!我就知道中国有四大

名著!可是没有读过!后来妈妈就给我

买了一套!其中我最喜欢看的就是#西

游记$!反反复复读了好几遍!真是爱

不释手啊%

&西游记$里的主人公有 '心地善

良(一心想取得真经的唐僧!有敢作敢

为(一路斩妖除魔的孙悟空!有好吃懒

做( 见识短浅的猪八戒! 还有任劳任

怨(默默无闻的沙和尚% 他们在故事里

不畏艰难困苦!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用

了十四年终于取得真经% 其中我最喜

欢的人物就是孙悟空! 因为他责任心

特别强% 在)三打白骨精*一难中!狡猾

的白骨精分别变为了一家三口!想靠近

并吃掉唐僧!却被火眼金睛的孙悟空识

破打死%但是没有法力的唐僧却认为孙

悟空滥杀无辜!狠心地把他赶走了% 可

是到后来唐僧有危险的时候!孙悟空不

计前嫌毅然赶来保护他的师傅!最后唐

僧了解了真相!师徒二人和好如初%

&西游记$这本书还让我明白了一

个道理'只要有付出就会有收获% 所以

我决定以后要读更多的书!因为书是人

类进步的阶梯!只有多读书才会让我的

知识面更广!学习才会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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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曾经说过 ' 读了一本书 !

就像对生活打开了一扇窗户%的确如

此!&中国上下五千年$就为我的生活

打开了一扇窗 ! 一扇我最喜爱的大

窗%这本书里面有许多故事深深地吸

引了我 !有的故事惊心动魄 !有的故

事特别感人! 有的故事回味无穷!有

几个故事在我的心里印象深刻%

第一个是)负荆请罪*!内容讲的

是战国时期赵国有两位重臣廉颇(蔺

相如% 因为蔺相如多次立功!赵王封

他为相国!将军廉颇觉得自己出生入

死 !血洒疆场 !官职居然比耍嘴皮子

的蔺相如要低!心里很不服气% 而蔺

相如为了国家 !为了抗敌 !对廉颇多

次避让!廉颇知道后!背上荆条!到蔺

相如家请罪% 从这个事件中!我深深

领悟到)家和万事兴*的道理%

第二个对我影响大的是王安石

变法!王安石是北宋政治家!思想家(

文学家(改革家(诗人!是唐宋八大家

之一%他为官正直!不畏权贵!大力推

行改革进行变法!最终导致多次被罢

官%但是!他面对挫折并不害怕!而是

著书立著 !关心百姓疾苦 !更是以一

首 &梅花 $向世人展示了他的高尚情

操%

中国五千年的长河中!闪烁着无

数个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我要以他

们为榜样 !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

为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

#辅导老师$王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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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

有颜如玉% 从小我就非常喜欢读书% 我

的书柜里有许多书% 如'&爱的教育$(

&森林报$(&三国演义$(&格列佛游记$(

&鲁滨孙漂流记$+,但是!我最喜欢读

的还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

这本书我已读了好几遍了%第一遍

阅读时! 还有许多的词句我都不理解!

我认为一些诗词都是空占篇幅%所以我

读得很快!囫囵吞枣!大有-不求甚解*

的味道% 读第二遍的时候!我一改以往

的看法% 我把自己沉浸其中!当读到鲁

提辖三拳打死镇关西时!我心里不禁默

默地说'-打得好!打得好.*我还很喜欢

里面的武松!他也很厉害!他-手刃潘金

莲*(-斗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还

有-景阳冈打虎*等%这时我更关注的是

书中各种人物的命运遭遇!他们常常使

我牵肠挂肚%

读完这本书!我深刻地体会到书里

人物的那股凛然正气!还有做事时的敢

作敢为% 当然!还有更深层的意思可能

我还不太明白% 不过!它是我国四大名

著之一!是一本好书!每次读完这本书!

都给我带来一种想不到的喜悦并收获

许多新的知识% #辅导老师$刘圆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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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本最喜欢的书! 这是一本

蕴含着生命(爱和友谊的书///&夏洛

的网$%

在朱克曼家的谷仓里! 住着一群

小动物% 其中小猪威尔伯和蜘蛛夏洛

建立了真挚的友谊% 然而!威尔伯未来

的命运却是成为熏肉火腿% 作为一只

猪!威尔伯只能接受悲惨的命运!好朋

友夏洛却坚信它能救小猪% 它吐出一

根根丝在猪栏上织出了被人类视为奇

迹的网上文字! 这让威尔伯在集市上

获得了特别奖和一个安享晚年的未

来!小猪终于得救了% 但这时!夏洛的

生命却走到了尽头,,

夏洛说过'一只蜘蛛!一生只忙着

捕捉和吃苍蝇是毫无意义的! 通过帮

助你! 也许可以提升一点我生命的价

值! 谁都知道人活着应该做一些有意

思的事% 夏洛帮助了威尔伯!没有向威

尔伯要-谢谢*!却反认为这是自己应

该做的!可以提高自己生命的价值!这

种高尚的品质让人敬佩!让人感动% 还

有!文章中还写道'在来过集市数以千

计的人中!没有一个人知道!一只蜘蛛

曾经起过最重要的作用! 在它死的时

候!没有谁陪在它身边% 读了这段话!

我几乎要落泪了! 一只伟大的蜘蛛就

这样死去了!我感到悲伤% 正如书的封

面所写' 蜘蛛夏洛和小猪威尔伯的故

事!让千万人落泪%

夏洛用蜘蛛丝编织了一张美丽

的大网! 这张网既救了威尔伯的命!

也网住了我!唤起了每个读者心中无

尽的温情% 所以!我要把这本蕴含着

生命 ( 爱和友谊的好书推荐给所有

人 !让更多人拥有一本好书 !拥有一

份真情.

#辅导老师$于慧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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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看书! 尤其是军事方面的

书%

我有一套&简氏防务$大全 !十三

本!书里介绍了各国的武器装备% 自从

爸爸给我买了这套书以后! 我每天中

午就不再午休!都在如饥似渴地阅读%

晚上睡觉前也会忍不住看! 有时候因

为看得太晚了!老妈强迫我把灯关掉!

等她出了房间!我把床头灯一开!继续

看个痛快% 对每种武器!我都非常用心

去记忆!半年以后!跟别人谈起军事来

我会如数家珍% 我会经常在班里跟同

学讲各种武器的造价! 比如美国的
?!

79

!一架军机就要
729

亿美元!美国的

-林肯* 号航空母舰的造价要
79

亿美

元! 像核动力航母就更贵了% 听到这

些!我的小伙伴们都张大嘴巴惊呆了!

然后用佩服的眼光看着我!这时!我感

到特别自豪.

除了书籍!我还会从影视上了解军

事知识% 周末!我会在电脑上找一些军

事节目!&军情解码$(&军事直播间$等

都是我的最爱% 只要有关于军事的报

道!我就不会让别人换台!那些关于第

二次世界战争的纪录片!更加吸引我的

眼球%

通过学习!我知道了我国在军事上

和美俄有一定差距!比如在全球主战坦

克上我国排名第十! 我希望二十年以

后!我国能排在第一位!为此我要努力

学习!获取更多的知识!为将来研究主

战坦克做好准备% #辅导老师$于慧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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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

你尽可以消灭他!可就是打不败他% *

这句话!是著名作家海明威写的&老人

与海$里面的一句话%&老人与海$是我

最喜欢的一本书%

这本书讲的是一位孤独的老人!

常年在海上打鱼%有一次!打到一条非

常大的鱼! 回来的时候遇上了成群结

队的鲨鱼!老人用浑身解数和它搏斗%

最终!鲨鱼敌不过他!只好扭头败逃%

有一次!我骑车出去玩% 路上!一

块石头绊住了车子! 我从车上重重地

摔了下来! 恰好有一块碎玻璃扎在手

上!顿时鲜血直流!我吓得哇哇大哭%

这时! 我想起了老人在海上独自面对

凶猛的大鲨鱼时都没有畏缩% 我暗暗

地下定决心'男子汉大丈夫!流血不流

泪!这点疼痛算什么0 于是!我骑上自

行车!咬着牙!向医院驶去++

同学们!请抽出闲暇!到书中去遨

游%那里有知识和智慧!让它去开启你

的人生路. #辅导老师$曾庆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