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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书

书海遨游

□郑州市伊河路小学
五（8）班 赵颖禛

师生深情、同学友谊、风趣儿事……写出
来或画出来传给微信“大河报少年”或“大河报
教育在线”，见报文章将在“大河报少年”同步
推出，为你喜欢的文章投票吧，每月得票最高
的有奖哦！

邮箱：dhbxiaojizhe@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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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晒我的书籍

小小书虫

□郑州外国语中学初一（9）班 王钧平

高尔基说过，书籍是人类进
步的阶梯；一位政治家也曾说过，
书是时代的生命；一位探索者说
过，书是通向彼岸的船；而我却
说，书是我的良师益友、第二导
师。

小时候，是爸爸妈妈给我读
书。那时候，因为我认字少、不注
意听、理解能力差，导致小时候只
能听父母读的小故事。到了小
学，我认字逐渐增多，理解能力
强，读的书籍也越来越多，像《红

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
传》《笑猫日记》《皮皮鲁》《哈佛家
训》这些书。上三年级后，语文老
师白老师告诉我：“要读好书，不
要读糖衣炮弹。”给了我很大的影
响。小学每天少则20分钟多则
40分钟的阅读课，也让我感受到
了遨游在书海中的乐趣，同时奠
定了我的语文素养，提高了我的
语文水平。上初中后，日益繁忙
的学业、无形的学习压力，减少了
我的阅读时间，但是，这些外在的

因素，并没有
影 响 我 的 阅
读，利用空闲时
间，继续读完了林
清玄的《你心柔软，却
有力量》、《毕淑敏散文
精选》、龙应台的《目送》等一
系列经典散文。

读书，帮助我了解世界；读
书，令我更理智；读书，让我变得
幽默风趣。掌握好读书的方向，
在书海中遨游，伴随着书籍——

这
位良师益友，创造一番属于自
己的天地。

指导老师 任昊

书的故事 □郑州市中原领航实验学校七(2)班 詹美煜

为培养我的读书兴趣，
妈妈经常利用节假日带我到
书店看书。

三年前的一个早上，妈
妈又带我到书店去看书，我
们直接上了四楼。我便开始
寻找心仪已久的那本书。这
里的书可真多啊，我一排排
书架挨着看，功夫不负有心
人，经过半个小时的寻找，我
终于找到了它——《窗边的
小豆豆》。可是它在书架的

最上边，放得太高了，
我就踮起脚尖去拿

那本书，就在我
的手刚要碰到
书的时候，没
想到书却被
另外一只小
手 给 拿 走
了 。 这 是 谁

啊？竟然跟我抢
这本书！我生气地扭
过脸一看，是一个高
我一头的哥哥拿走了
这本书。我两眼狠
狠地瞪着他，而他却
像什么也没有发生
似的拿着那本书扭
头就走。

我再看书架，上面已没
了那本书。我飞快地跑向那
个哥哥，冲着他大喊：“这本
书是我先看到的，你凭什么
要拿走啊？”这时书店里所有
的人都向我投来诧异的目
光。我有点不好意思地低下
了头，又小声地对那个哥哥
说：“这本书是我先看到
的！”他说：“小妹妹，我没看
到你拿这本书，我还有事，先
走了啊。”我急得哭起来。

妈妈听到我的哭声，赶
紧跑过来，问明原委，对那个
哥哥说：“这本书我女儿早就
想看了，你让她先买好吗？”
哥哥非常为难地对我们说：

“今天我妹妹过生日，我答应
过她，送这本书作礼物……”
我噘着嘴说：“不行，书架上
就这一本书了，你拿走了，我
看什么啊？”“小妹妹，你可以
再去看其他的书啊。”哥哥
说。我生气地说：“那你也可
以送你妹妹其他书啊。”“小
妹妹，我答应过的事就一定
要做到，我不想做个言而无
信的人，你说呢？”我呆呆地
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

妈妈对我说：“你就让哥哥把
这本书拿走吧，你不是最不
喜欢说话不算数的人吗？
你忘了妈妈常对你说的

‘要学会谦让、宽容，要有
一颗善良而宽广的心’
吗？妈妈相信你是个懂
事的孩子！”妈妈看着我
说。我茅塞顿开，立即
看着哥哥说：“哥哥，这
本书你拿走吧，我还
可以去其他书店再
看看。”妈妈和那个
哥哥同时都为我竖
起了大拇指，我们
都愉快地笑了。

虽然那天我
没有看成最想看
的那本书，但是
我懂得了，人与
人之间因为有
爱、有谦让，所
以生活中的
一切才那么
美好。

指 导
老师 翟兰
玉 孟 淑
悦

恭谨谦让

幽默的“火星人”：王钢
书香校园

□郑州市文化路第二小学五（1）班 李子祺

作为书香校园活动的一
部分，王钢老师要来给我们授
课啦！消息一传出，同学们个
个脸上乐开了花儿。

王钢老师曾担任15年的
语文课，现在是巴斯顿小学的
校长，因为写了很多书而成为
儿童文学作家。王钢老师的
著作有“好看系列”、“非常好
看系列”“我们的非凡小学”
系列等发行过百万的校园小

说，被称为“麻辣教师”、
“故事大王”。

那 天 下
午 ，我 们
早早来到
教室等候
王钢老师

到来。突然，我们发现一个神
秘男子箭步跨入教室，如同外
星人般飘然而至，以我的猜测
这个人一定是王钢老师了，同
学们不由得激动起来。

王钢老师这次来主要是
来给我们讲解如何写幽默作
文，没想到，王钢老师一张口
竟然冒出了这样的开场白：

“同学们，我要告诉你们一个
秘密，我是火星人！”“从火星
来的我就是这么帅！’’一句话
就把大家逗乐了，很快同学们
就融入了他那生动、幽默的话
语，尽情地分享起他的写作心
得来。授课现场，王钢老师还
不时与同学们互动，PK成语
接龙，还用学生临时给定的词

语即兴编故事，引导同学们大
胆想象，勇于创作，没想到普
普通通的文字经王钢老师的
组织竟会如此生动有趣、富有
感染力。正如王钢老师所说
的那样：“要想写出好文章必
须要比别人更懂得生活、热爱
生活。”这堂“幽默课”也许正
是王钢老师从生活中获得的
真实感受。整个讲课过程气
氛轻松活泼，同学们在欢声笑
语中度过了一个多小时的快
乐时光。课程结束的时候，同
学们都觉得收获不小，意犹未
尽，恋恋不舍。

最后，大家排着队让王钢
老师签名。轮到我的时候，我
将王钢老师写的书《英雄狗

熊，只差一点儿》递了过去。
王钢老师打开书的封面后
问：“这个字是你写的吗？”我
点点头说：“是！”王钢老师
说：“写得不错！”简洁的一
问一答，话语虽不多，但听
到王钢老师的表扬后，我
心里如同喝蜜一样甜，同
时激励着我在以后的日
子里要加倍努力学习，
长大了像王钢老师那样
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
人！

我真喜欢这个从
火星来的“火星人”
啊！

指导老师 郑瑞
萍

书，把我们带入浩瀚
的天地；书，带我们领略人
间的真谛；书，让我们在想
象的空间遨游。正是因此，
我染上了“书瘾”。

从幼年起，我便迷上读
书，读书成为我生活的一部
分。记得我才上幼儿园，漂亮
的衣服啊，可爱的布娃娃呀，
我统统不要，书倒是买过不
少。绘本、画册，还有简单的口
袋书，我看得津津有味。家里来
了客人，我一点儿也不爱凑热
闹，只要有一个角落让我安安静
静地看书就好。

天长日久，绘本一类的小书
已经不能让我满足了。我央求妈
妈带我去新的读书场所——图书
馆。

一到图书馆，我便奔向儿童读
物区，寻找我喜爱的书。翻书的感
觉很舒服，一页一页的纸形成一股细
小的微风吹向我的额头，把我那细细
的刘海儿吹起来，像风吹柳絮一样飘
浮在空中。

爸妈常常在我看书时悄悄溜走，第
一次回来时，看见我蹲在地上；第二次

“偷窥”时，发现我坐在地板上；第三次
时，竟发现我受地心引力趴到了地上！
他们走到我身旁，轻轻拍一下我的头，让
我从“梦境”中醒来，我才端端正正地坐
好。因为每星期都这样“苦读”，我很快戴
上了小眼镜。

看到我成了“小博士”，爸妈便减少了
带我去图书馆的次数，不看书的日子太难
熬了，经过我的软磨硬泡，妈妈答应我每个
月买一本新书，每天可以在书的王国遨游两
个小时，我一听高兴地在床上直打滚儿。

一日无书，百事荒芜。这说的不恰恰正
是我吗？

大家一定要养成爱阅读的习惯，会很有趣
的哟！

从小到
大，每个人都吃了很

多食物，这些食物中的大部
分被消化掉了，但可以肯定的是，

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骨头和
肉，成了生命的一部分。阅读对于人的
思想的改变也是如此。

创建书香校园，让学生置身于书香
萦绕的环境，去探索知识的无穷奥秘，
汲取生命的养分，徜徉在文字的阳光
雨露中。

本报关于读书与书香校
园的征文，引发众多学

生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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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 李庆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