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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每月得票最高的作者还有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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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bxiaojizhe@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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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一个七口之家，
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两
个姐姐。因为家里人多地少，
所以家庭经济有些困难。爸爸
长年外出打工，妈妈在家种地
照顾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姐姐
小小年纪就可以独当一面。

2017年8月1日是一个值
得庆祝的日子，因为那天，姐姐
接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
们全家都非常高兴。

记得那是一个炎热的夏
天，玉米已有一米多高，这时需
要给玉米施些肥料才能保证玉
米成熟后粒大饱满。年过古稀
的爷爷为了给家里省一点钱便
不辞辛劳，帮助妈妈到地里施
肥料，十多岁的姐姐也参加

了。只记得那天，烈日高挂，连
一丝风都没有，大地像蒸笼一
般，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树叶
被晒得蜷缩起来，知了吵个不
停，给闷热的天气更添上一层
烦躁。他们一步一步地穿梭在
玉米地里。汗珠渗透了他们的
衣衫，烈日映红了他们的脸颊，
使我不禁想起白居易的作品
《观刈麦》。那次经历使姐姐深
刻体会到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
滋味。从那以后，姐姐立志一
定要好好学习，出人头地。

由于家里有三个孩子上
学，花费比较大，所以导致学校
每次交钱，姐姐总是最后一
个。她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放
学后就去学生吃饭的餐馆帮

忙。后来，老师对姐姐说：“小
迪，现在国家有新政策，贫困学
生可以申请贫困补助，你家困
难就申请一份吧！”从那以后，
姐姐得到了国家的帮助，她学
习更加努力了。她诚恳地对老
师说:“我不能白用国家的钱，
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做一个有用
的人，来报效国家！”

姐姐把通知书领回来了，
全家人一拥而上。妈妈接过通
知书激动地说:“小迪，你一定
要记住是国家帮助了你，才改
变了你人生的道路，要记得感
恩国家，感恩人民。”说罢，妈妈
高兴地流下了眼泪，是激动的
眼泪，也是幸福的眼泪。

指导老师 程建彩

最近，我读了一本叫《孩
子，假如你吃了棉花糖》的书，
作者是乔辛·迪·波沙达。这本
书是他的新书，以前我读过一
本叫《孩子，先别急着吃棉花
糖》的书，也是这位作者写的。

这本书讲了原本调皮爱
动、不喜欢学习的少年艾瑞，在
一次打工中结识了曾经参加过
斯坦福大学棉花糖实验的乔纳
森爷爷。乔纳森敏锐地捕捉到
了艾瑞性格中的闪光点，决定
帮助他成为拥有良好自我管理
能力的“棉花糖少年”。通过一
个又一个的小故事，艾瑞有了
很大进步。他不仅领悟到学习
的意义，学会了通过延迟享乐
自我管理，还战胜了懈怠的心
绪带给自己的挫折，成长为一

名自信、快乐、自律的好少年，
养成了受益终身的好习惯。

我很喜欢这本书，因为里
面的故事都是励志的，每一块
棉花糖都是一个故事，有提高
自控力的棉花糖、建立诚信的
棉花糖，培养理财观念的棉花
糖，坚定刻苦信念的棉花糖，善
于思考的棉花糖，克服困难的
棉花糖，敞开心扉的棉花糖，改
正错误的棉花糖……

这本书里有很多精彩的地
方，比如乔纳森爷爷的一个小
便条：非洲草原的清晨，瞪羚从
梦中醒来。它深知跑得不如狮
子快会被吃掉的事实，因此用
尽全身的力气向前奔跑。非洲
草原的清晨，狮子从梦中醒来，
它明白如果追不上瞪羚就会饿

死的事实，因此用尽全身力气
向前奔跑。

不管你是瞪羚还是狮子，
太阳升起时，你就必须奔跑，这
是乔纳森爷爷的爸爸留给他
的。他没有给乔纳森爷爷留下
任何金钱的财富，只留下了精
神的财富。这种财富比金钱更
宝贵，更重要。

如果说《孩子，先别急着吃
棉花糖》培养了我们延迟享乐
的学习生活，那这本书就是告
诉了我们如何克服在成长道路
上的种种困难和挫折，向自己
的理想不断前进，跟自己的惰
性彻底说再见。

让我们和“棉花糖少年”艾
瑞一起向自己的目标前进！

指导老师 常瑞珍

人们真的能离开地面，在
太空行走吗？人们在太空如何
行走呢？读了《中国少年儿童
科学阅读：航天》这本书，我终
于找到了答案，这么神奇的事
情，原来在我国的神舟飞船上，
都是真实发生的！

这本书里有一篇文章《翟
志刚完成首次出舱活动》，讲的
是中国航天员翟志刚乘坐神舟
七号飞船飞向太空，他先从船
舱里探出头来，接过另一名航

天员递上的五星红旗，在太空
中挥舞。然后，他整个身体都
飘在了太空里，拿到科学样品
后又返回到飞船。

啊，这样的情景，真是太令
人向往和激动了！

爸爸告诉我，神舟七号发
射那天，他就在东风航天城卫
星发射基地现场采访，亲眼见
证了中国三位航天员飞向太
空的壮丽时刻。爸爸又从网
上找来当时火箭升空的视频

给我看，那场面好震撼啊，我
的心一直在怦怦直跳，心想：
我什么时候也能乘坐飞船飞
向太空？

将来，我要当一名真正的
宇航员，飞到太空旅行。到那
时候，中国的神舟飞船一定会
更大、更漂亮，会飞得更高、更
远。我期待着“神舟号”带着我
们，可以在地球和宇宙星球之
间自由穿梭！

指导老师 刘玉娟

今天我和同学参加了小
铁人三项赛，大家都知道三
项赛是由游泳、骑自行车、跑
步组成。这种运动可以起到
全方位锻炼的作用，也会给
我带来很大的益处。

到了比赛场地，开始我
第一项比赛了，首先是游泳，
我们有指挥官带领，眼前是
一个的露天游泳池，天呐！
这样脱光了下水不冷吗？我
心里暗想。我们换上泳装，
便争先恐后地往前挤，不一
会儿工作人员提醒:请大家
按照顺序下水，我着急地等
待着……终于轮到我下水
了，啊！水是温的，不凉！一
下子透心的暖意涌上了我的
心头。正在游得热火朝天的
时候，不知不觉到了岸边，我
得赶快去穿衣服，因为脚脖
子上还挂着计时器呢，赶快
参加下一项去。

说着就赶快冲出去，按
照肚子上贴的牌号，找到自
己的自行车，在工作人员指
导下，我顺利找到了我的自
行车，来到自行车赛场，停在

起始线上，听口哨一响，我骑
上爱车往前冲，冲过了一个
男孩儿又一个男孩儿，突然
有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男孩
儿，他看我超过了他，嘴里不
服气地说：“呦嘿，你好牛
啊！等等我。”哈哈哈哈
………我当时怎么可能听他
的呢！于是，我继续用力骑
着，很快就将他远远甩在了
后面，自行车赛的终点站到
了，我又急匆匆地开始了下
一项比赛——跑步。

跑步开始了，我全身的
力气快消耗完了，但此时想
起了妈妈经常说的话：“坚持
就是胜利”，于是便快速地向
终点跑去，就在快到终点时，
我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还
不停地为我加油。声音咋那
么熟悉呢？仔细一看，原来
是妈妈，其实妈妈早在终点
等我了。

比赛结束了，我得到了
一个小铁人的铜牌，这真是
一场激烈的运动会呀！期待
下次的比赛。

指导老师 王红丽

今天我作为大河报的小
记者参观了同仁堂药店，我
和许多小伙伴一起学习了中
药的知识，还学会了做山楂
丸。通过今天的学习，我知
道了原来我平时爱吃的山楂
也是药材呢！还有山药、枸
杞，都是食药同源的药材。
我还知道了有一种海洋动物
也是药材，那就是——海
马！是不是很奇怪？

今天让我印象最深刻的
事就是做山楂丸啦！我们都
戴上了帽子和手套，用了好
几种专门的工具来制作山楂

丸，上面有许多层小山一样
突起的板子，把做山楂丸的
原料放在里面盖上盖子使劲
摇啊摇啊，再在一个长长的
弯曲的板子上面滚来滚去，
后来就团成了圆圆的山楂丸
子。

今天还有个医生叔叔给
我把脉了，他说我要是经常
去找他看看，吃点汤药，一定
会长得又高又壮又聪明，还
能考好多的100分。我怕汤
药苦，叔叔说不苦，是甜的，
希望叔叔说的都是真的！

今天我玩得很高兴！

11月4日，我作为大河
报小记者团中的一员，到开
封参加研学活动。

我们到达开封后，先去
参观了菊花展。在大棚里有
许多菊花，香气扑鼻。菊花
被摆成各种造型，有的摆成
小海豚，有的摆成小花园
……那里的菊花有真也有
假，混在一起很难分辨，但它
们共同绽放着生命的光彩。

看完菊花展，小记者团
又到了朱仙镇，大家一起体

验了木版年画的制作。尽管
制作木版年画步骤很多，但
我还是印制了一只老虎，让
我的心情很愉快。

这次研学活动，我了解
到，开封被誉为“八朝古都”，
有着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
朱仙镇是中国木版年画的发
源地，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神奇的神舟飞船
□郑州市郑东新区众意路小学二（8）班 孟子跃

我家的福祉
□濮阳市清丰县第一实验小学六（2）班 谢政豪

家的温暖

开封研学
□大河报小记者
郑州市伊河路小学二（5）班 罗歆然

小铁人三项赛
□大河报小记者、郑州市新柳路小学三（1）班 史同博

有趣的中药馆之行
□大河报小记者、郑州市农科路小学一（4）班 薛睦涵

与“棉花糖少年”一起成长
□郑州市金水区纬一路小学五（4）班 宋佳林

读书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