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小记者!马艺琳 编号!

!"#!$%

学校!商水县直一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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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可以让人开阔视野!增长见识"在我

看来!读书能让人变得更加聪明!有智慧#

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是 $十万个为什么%!

这本书解答了我生活中的诸多疑问! 令我百

读不厌&记得有个夜晚!天空突然闪现出瑰丽

的烟花!我和弟弟去凑热闹& 那晚!星星调皮

地眨着眼!伴随着五彩缤纷的烟花!天空分外

妖娆' 看着美丽的烟花!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

题(为什么焰火是五彩缤纷的) 于是!我不解

地问弟弟!弟弟天真地笑了笑& 爸爸*妈妈对

我神秘地笑笑!说(+遇到问题!自己想办法解

决才是最棒的' ,我似乎明白了爸爸*妈妈的

用意!急忙向书柜走去!并打开了$十万个为

什么%!开始津津有味地读起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从这本书里!我终于找

到了满意的答案&原来!焰火的顶端装着燃烧

剂*发光剂和发色剂&焰火能够具有缤纷的色

彩!全依仗发色剂& 发色剂在高温下燃烧!会

发出固有的彩色光芒! 最终形成了色彩斑斓

的焰火& 那一刻!我感受到了读书的乐趣&

随后!从$十万个为什么%里!我知道了

+刚出来的太阳为什么是红的,*+动物为什么

不能学说话,*+恐龙为什么会灭绝,等一系列

知识& 在求知中!我享受到了$十万个为什

么%带来的快乐!慢慢地养成了阅读的习

惯&

我爱读书! 因为读书不仅给我

带来了快乐! 而且给了我知识和

力量!让我变得聪明而睿智&

"辅导老师!冯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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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件既轻松又快

乐的事情& 读书时!我遇到不少的趣事呢'

记得有一次!妈妈给我买了一本$意林小

小姐%& 那天中午!我手捧着书匆匆忙忙扒了

两口饭!突然感觉想上厕所&可妈妈平时不准

我在厕所读书!为了不让妈妈发现!我把书藏

到了衣服里! 趁她不注意! 一溜烟跑进了厕

所& 蹲在马桶上!打开那本书!我津津有味地

读了起来!一时竟然忘记了时间&

+咚咚!咚咚-./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

乱了我的思绪& 0小妮!让我进去把洗衣机排

排水' /妈妈在外焦急地喊着& 这咋办) 我灵

机一动!把书放在了洗衣机后面&尽管我费尽

心机! 后来妈妈还是发现了藏在洗衣机旁的

图书& 那时!妈妈虽然没有批评我!但告诫我

说!喜欢读书是个好习惯!但要注意读书的方

式和方法&

在我的读书生活中! 还有许多许多的趣

事!不再一一列举了& 这就是我!一个喜欢读

书*爱书如命的女孩'

"辅导老师!马向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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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过$绿山墙的安妮%这本书的最后

一页!我被深深感动了!感觉好像有一束

阳光照在我心中! 有一股暖流淌在我心

中!温暖而快乐&

安妮长得并不漂亮!满脸雀斑!还有

一头她自己都不喜欢的红头发&安妮虽然

在孤儿院长大!可是并没有成为一个性格

孤僻的孩子!而是天真*热情*善良*乐观!

对生活充满了幻想&她用热情善良来赢得

友谊!用倔强坚持自己的天性!用浪漫的

幻想抵御现实的残酷和孤独&

相比之下我却是那么柔弱!总是为一

些小事而哭泣&一次!因为考试不理想!我

眼睛一红泪落了下来& 回到家!妈妈既没

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可我一提起考试成

绩就很伤心&虽然妈妈说0你哭什么!下次

努力不就好了吗)/可是!我还是不能克服

自己!感到寂寞时哭*遇到困难时哭*受到

欺负时还哭--

自从读了$绿山墙的安妮%!让我明白

困难没什么大不了!心里住的那个0恶魔/

变得越来越小!周围越来越明亮!渐渐有

了花*有了草*有了树木--一切都变得

那么美好! 安妮的形象在我的心里扎了

根!让我变得越来越坚强&

$绿山墙的安妮%是一本有趣而发人

深思的励志书!它告诉我们!你用一颗乐

观心去面对世界!那么你的心里就会永远

挂着一个充满阳光的太阳!在你小小的心

房里!永远会觉得每天的阳光都是那么灿

烂& "辅导老师!段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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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阅读 ! 尤其喜欢看关

于动物方面的书 &

我从小就一直喜爱动物 * 怜

悯动物 ! 通过阅读有关动物方面

的书籍 ! 我对各种动物的生活习性

了解得更加透彻 & 通过看书 ! 我知

道了天鹅分
!

种 ( 大天鹅 * 小天鹅 *

犹鼻天鹅 * 黑天鹅 * 黑颈天鹅 &

为此 ! 我想到一个问题 ( 天鹅为什么

被称为 0爱的天使 / 呢 ) 原来 ! 天鹅总

是成双成对在一起生活 ! 共同觅食 * 休

息 * 戏水 ! 甚至在迁徙的途中它们也形

影不离 ! 相护照应 & 如果有一只天鹅不

幸身亡 ! 它的伴侣就会在空中盘旋 ! 发

出阵阵悲鸣 ! 久久不忍离去 & 失去伴侣

的天鹅不会再选择伴侣 ! 而是孤独生活 !

直到老去 & 正因为如此 ! 天鹅被人们称

为 0爱的天使 /&

我希望同学们热爱动物 ! 多看一些

动物方面的书 ! 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为

保护动物而努力 &

"辅导老师! 王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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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小记者从小养成良好的阅读习

惯!激发小记者爱读书!读好书的热情!助推

书香社会建设!本报决定与商水县图书馆联

合举办0一书一世界1112悦3读伴我成长/

征文& 活动结束后!组委会将评出一*二*三

等奖及优秀奖*优秀辅导奖若干名!并有奖

品赠送& 小记者!还等什么!赶快行动吧' 现

把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征文主题!

一书一世界!!!"悦#读伴我成长$

二&征文截止时间!

67/!

年
8

月
17

日$

三&参与人员!

商水县全体小记者$

四&征文要求!

/2

征文紧紧围绕"一书一世界!!!%悦&

读伴我成长 #这一主题 '文体不限 '题目自

拟'作品须原创'不得抄袭$

62

参赛作品要求思想健康(文笔流畅(构

思新颖( 观点鲜明 ' 作品为小记者对某本

)或某部*书的心得和感悟'结合自己的学习

生活及成长经历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阐发

读书对自己成长的意义与影响$

12

作品字数+ 小学参赛者字数不超过

077

字'初中参赛者不超过
/777

字$

五&投稿方式!

投稿时需注明'"%悦& 读# 有奖征文字

样'作品发送至邮箱+

)*+,$)-./01234$

,投

稿时请注明小记者的姓名(学校班级(编号(

辅导老师$

六&望各校大队辅导员(班主任认真组

织(积极鼓励小记者参赛'届时将按程序择

优推荐商水县小记者作品'参加省(市等相

关部门组织的作品决赛$

咨询电话+

/1919:/;:96

'活动进展请关

注商水小记者家长群+

66!;9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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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 梁川川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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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商水县直一小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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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 我读了伍美珍的 $生命流泪

的样子%! 感觉受益匪浅&

文中的盛欣怡! 是一位乖巧听话的小女

孩! 她参加了一个团队! 这个团队叫做 0蛋

壳组合/& 她因没有手机被同学嘲笑! 并被

踢出了 0蛋壳组合/& 心地善良的盛欣怡!

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但是妈妈突然得了不治

之症! 最终! 妈妈离她而去!

/6

岁的欣怡!

过早体验到了生活的艰辛&

读完这篇文章 ! 我看到欣怡的悲惨生

活! 想到了自己的幸福生活& 生活中! 我衣

来伸手* 饭来张口! 妈妈学历虽不高! 但很

关心我的学习! 给我找补习班! 让我参加各

种活动锻炼! 默默地为我遮风挡雨&

记得有个冬天的夜晚! 外面寒风呼啸!

我突然头疼起来& 妈妈摸摸我的头! 说我发

烧了& 于是! 妈妈穿上大衣! 不顾天黑! 抱

着我就往医务室赶去& 医生说要打针! 可我

从小就怕打针& 此时! 妈妈轻轻地亲了我一

下! 把我抱在怀里! 鼓励我要坚强& 在妈妈

的安慰下! 我顺利地打完了针&

忆苦方能思甜! 想想欣怡的不幸! 我

更加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

"辅导老师! 张艳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