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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机器人
□河南省安阳市钢城小学三（2）班 梁书郡

人们经常看到一辆辆洒水
车在街道上工作，虽然洒水车
美化了环境，但是稍不留意，就
会被洒一身水。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想
发明一个环保机器人，让机器
人来帮忙。我想发明的环保机
器人，名字叫“环保达人”。它
有一双圆圆的大眼睛，一张大
大的嘴巴，一个圆鼓鼓的大肚
子，走起路来一摇一摆的，特别
神气。环保机器人的工作是清
理垃圾和净化空气，让地球变
得更美丽。它的头圆圆的，上
面有三个按钮，一个按钮是红
色的，一个按钮是绿色的，一个
按钮是橙色的。它的背上有两
个背包，分别是绿色的和橙色
的。机器人圆鼓鼓的大肚子里
装的是水，只要按一下头上的
红色按钮，机器人就可以从大
大的嘴巴里喷水。只要按一下
它头上的绿色按钮，它就会把
周围十米之内的垃圾吸入绿色
的背包。机器人通过“大脑”里
的记忆芯片，能自动给垃圾分
类。它会将可回收利用的垃圾
送往垃圾回收站，进行回收利
用，使资源不被浪费。按一下
它头上的橙色按钮，它就可以
把空中离它十米之内的烟雾吸
入橙色的背包里。你可能会

想，背包装满了怎么办？不用
担心，机器人会将这些废物变
成有用的物品。

那环保机器人的动力怎么
解决呢？我们不能让机器人拖
着长长的电线，在街道上走来
走去，也不能给机器人装电池，
因为电池里的电很快就会用
完，没电了，机器人就会停止工
作，让环卫工人在街道上一个
一个找“累倒”的机器人，太麻
烦了。而且让机器人每天携带
很多电池，既不环保，又不方
便。我想给机器人安装一种太
阳能芯片，装在它的头部，机器
人白天工作时，只要有阳光，就
可以自动充电，阳光越强烈，机
器人充电就越快。机器人白天
储存了足够的能量，到了晚上
也能维持正常的工作。

怎么样？我想发明的环保
机器人还不错吧？如果有了这
样的机器人，环卫工人的工作就
轻松多了。我希望将来我能真
的发明这种机器人，把地球上的
每个地方、每个角落都打扫得一
尘不染，让地球母亲更美丽！

指导老师 阎长运

点评：作者介绍了自己设
计的机器人，展现了丰富的想
象力。语句通顺，用词准确。

照片
□郑州市文化路第一小学六（6）班 李吉扬

一张照片，记载一个故事；
一张照片，讲述一段经历；一张
照片，勾起一份回忆……这样
一张普通而又不寻常的照片，
是多么值得收藏。

打开相册，一页一页，一张
一张地欣赏，小时候的照片，好
可爱。我经常会看着照片感叹
道：“我居然已经这么大了！”

照片上，一个女孩梳着马
尾辫，穿着溜冰鞋，虽满身尘
土，但两眼炯炯有神，看上去十
分精神。不错，那就是我。

思绪飞到从前，我到公园
溜冰。那时，我还只是个初出
茅庐的“实习生”，只会慢慢移
动，生怕自己有个“三长两短”。

我的“预言”实现了，当溜
到一个坡前时，我突然有要“冲
浪”的冲动，脚下一蹬便冲了上
去。但我还是太嫩，刚上去就
左右摇摆，随即听到一阵杀猪
般的惨叫，是的，我不幸倒下
了。我紧握拳头，咬紧牙关，疼
痛使我的五官皱得跟包子一
样。我暗暗下定决心：哼，等着
吧，滑坡，我要与你战斗到底！
随后，我把心一横，不管三七二
十一又冲了上去。这次，我从

中吸取了教训，把身子放平，双
臂保持平衡。我突破了前面两
个“波浪”，马上就要成功了
……“啊”，又是一阵杀猪般的
惨叫，不幸又发生了，我再次倒
下……

“哈哈，快放弃吧，你是战
胜不了我的。”咦？我耳朵贴在
地上，滑轮摩擦的声音竟成了
滑坡讥讽的话语。“我一定会战
胜你的！”我疯狂地向它冲去，
做到脚放稳，身体保持平衡
……经过了滑坡对我无数次的

“关怀”，我的心在慢慢变得坚
强、勇敢。摔倒了，我迎难而
上，相信坚持就是胜利。终于
有一次，我觉得应对脚下的起
伏非常轻松。我成功了！望着
脚下印着条条溜冰鞋划痕的滑
坡，此时它好似屈服了。

每当我看到这张照片时，
就情不自禁地想起我当时成功
的感受：坚持，就是胜利！即使
滑坡让我摔倒100次，我也要在
第101次爬起来。

指导老师 杨秀卫

点评：作者详述自己的经
历以及悟到的道理，语言流畅。

坐着火车看中国
□郑州四中高三（8）班 胡博文

从13岁起，我就开始尝试
独自乘坐火车，到一些值得去
的地方参观。这些经历对我来
说，就像一次次奇妙的旅行。

能有这种独特的体验，要
感谢中国铁路的高速发展。

中国铁路六次大提速之
后，火车的运行速度和舒适程
度都有了大幅提高。2014年，
郑州铁路局彻底淘汰了绿皮
车。从郑州出发，往返河南省
大部分地方和晋城、长治等地，
速度显著提高。

这让热爱乘火车旅行的
我，又萌生了一个想法：把省内
所有城市转一个遍，去了解不
同城市的风土人情。有了这个
目标，我的注意力便不再只集
中在旅行本身，我开始关注中
国的铁路、公路等基础建设。

让我自豪的，不仅是中国
的道路建设为人们带来的生活
上的便利、生产力的提高和经
济的长足发展，还有中国发达

的铁路、公路交通创造的世界
之最。

郑西高铁客运专线是穿越
郑州的第一条高铁线路。从通
车之日起，动车组列车宽敞明
亮的乘车环境、世界领先的行
车速度就让人们惊叹不已。

自此，“和谐号”便进入了
我的视野。我开始了解中国动
车组的研制与发展历程，从
CRH1 到 CRH380，再到中国
标准动车组“复兴号”，我国从

“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加以创
新”一步步发展到制造出完全
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铁，其间积
累的经验弥足珍贵，付出的努
力远不止艰辛一词能够概括。

在技术革新的同时，我国
也增加了铁路的里程，规划出
了一张在各大经济区、城市群、
交通枢纽之间纵横交错的铁路
网。随着铁路运营经验的积
累，中国铁路会越来越优质、越
来越可靠。

我国的公路建设水平也是
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在建设公
路的过程中，可以说没有什么
困难是我们克服不了的。不管
是千年冻土，还是万丈深渊；不
管是沙漠戈壁，还是大河险滩，
都被高速公路建设者一一征
服。就这样，我国建设出了全
世界穿越沙漠里程最长的高速
公路京新高速临白段、全世界
跨越天堑最多的公路川藏公
路，还有亚洲最大的互通式立
交桥郑州刘江立交桥。

火车、汽车都是工业文明
的产物。当前，中国的铁路交
通和公路交通已经惊艳世界。
我们能有这样的成就，靠的是
我们勤劳能干的双手和艰苦奋
斗的精神。

点评：作者通过铁路和公
路的发展来看中国的发展，语
言流畅，思路清晰。

答案在风中飘荡
□郑州外国语中学2018届（1）班 黄雨桐

鲍勃·迪伦，原本是一个陌
生的名字。随着他被瑞典文学
院宣布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关
于这个美国老头的各种消息纷
至沓来，也使得我慢慢对他有
些了解。

在百度音乐搜索栏里敲下
“鲍勃”二字，他的许多歌曲就
立刻出现在你眼前，钻进你耳
朵里，特别是这首《答案在风中
飘荡》。

它的文字很浅白，以诺奖
起初给我的巍巍庙堂之感来衡
量它，它的主人获诺奖，简直给
我一种灰姑娘遇见水晶鞋般的
童话感。

可是它的主人确实获奖
了。有意思的是，据说鲍勃·迪

伦在得知自己获奖之后，参加
了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场演唱
会，现场歌迷以欢呼等方式请
他对获奖作出一些回应，但是
他始终顾左右而“吟”他。

我觉得鲍勃就是一个乡间
行吟歌者，坚持着自己的知行
方式。至于我们要寻找的他对
于获奖一事的回应，他的那首
歌不是已经说了？答案在风中
飘荡。

在这首歌的歌词里，鲍勃
一直在问问题，关于成长、关于
生死、关于和平、关于倾诉和倾
听、关于理解自己和理解他人、
关于自然的演化、关于自由。
戴上耳机，倾听他的吟唱，让虽
苍老却不羁的嗓音伴着吉他和

口琴的鸣奏穿透耳膜，渐渐地
我觉得他的追问只有一个主题
——如何解放心灵。

他没有告知这些问题的答
案，而是把答案寄予了风。一
位乡村歌手，在迷惘与彷徨中
渐渐触及哲学的本源，而后勇
敢地面对这个问题，用自己的
方式加以思考、加以探究、加以
表达，我想这就是鲍勃的可敬
之处。

由此看来，鲍勃和我们一
样，都是不甘于混沌度日，以各
自特有的方式，执着地在追求
心灵解放的道路上前行。

点评：语言优美流畅，文章
行云流水般一气呵成。

校园的早晨
□鹤壁市淇滨区黎阳小学五（3）班 李旗

我喜欢早晨，尤其喜欢校
园的早晨。

校园的早晨是恬静的，薄
薄的晨雾像纱一样笼罩着校
园，不知什么时候，绚丽的朝霞
染红了半边天，将柔和的色彩洒
在校园中，好一派迷人的景色。

校园的早晨是热闹的，当
同学们陆续来到学校，校园顿
时沸腾起来。同学们开始了清
晨的劳动，他们有的扫地，有的
洒水，还有的倒垃圾，大伙儿干
得热火朝天、汗流浃背……不
一会儿，教室里传来了琅琅的

读书声，声音是那么响亮。
我爱校园的早晨。
指导老师 韩宇

点评：语言生动，观察细
腻，生活气息浓厚，内容丰富具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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