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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爱打篮球，有的
人爱踢足球，还有的人喜欢
打羽毛球，而我呢，却喜欢
看书。

歌德说，读一本好书，
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五千年华夏，多少文人
墨客著书留文，劝人奋进。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
阴一寸金。”“三更灯火五更
鸡，正是男儿读书时。”“富
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
车书。”书可以让我们增长
知识，让视野更开阔，让我
们获得启示，懂得一生受用
不尽的道理。读书是与智
者的对话，是与圣贤的沟
通，是陶冶情操的清茗，是
净化心灵的涓流……

记得去年期末考试，排
序题和阅读理解都出自于

世 界 名 著 ——《秘 密 花
园》。很多同学在考试时都
被难倒了。而我，却轻轻松
松地写完了，因为我从前阅
读过很多中外名著。比如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森林
报》《爱的教育》等，《秘密花
园》就是其中一本。

有一次，我去书店看
书。一本书吸引了我，这本
书就是《格林童话》，我翻开
了书页，进入了那个梦幻、
新奇的世界。每一本书，都
会带来一段奇妙的旅程，每
个故事，都会展开一幅精美
的画卷。

书就像一个小偷，偷走
了我的时间，但也给我带来
了帮助和快乐！

我喜欢读书，你呢？
指导老师 柴红

一天上午，我问大哥，
问他的梦想是什么？他两
眼放光地对我说：他想去北
京当一名图书管理员。他
还告诉我，人没有梦想和咸
鱼有什么区别？鲤鱼都有
跳龙门的梦想，我们也应该
有自己的梦想。

小时候，我不知道什么
是梦想，以为梦想就吃好喝
好玩好；现在长大了，才知
道梦想是伟大的，是有意义
的，梦想是我们心中的一颗
种子，有了梦想，人生才有
了意义。马云为什么能创
建阿里巴巴？因为马云曾
说作为一个创业者,首先要
给自己一个梦想；马化腾为
什么能创立腾讯？因为他
心中有“连接一切，开放共
赢”的梦想；中国女排为什
么能够在2019年女排世界

杯中取得11连胜的骄人成
绩，是因为她们心中始终拥
有“升国旗、奏国歌”的梦
想。人只有拥有梦想才能
走得更远，才能在这个世界
有一席之地；人生需要成
功，成功需要动力，动力需
要梦想！从现在起，让我们
带着梦想扬帆起航、御风飞
扬。

如何实现梦想呢？我
认为必须好好学习，拼搏努
力，必须要胸怀大志，有坚
定的信念，才能达到自己心
中梦想的那块陆地！在实
现梦想的过程中，肯定会遇
到许多困难，只有做到“肯
吃苦耐劳、能咬牙坚持”，对
实现梦想有足够的毅力和
信心，才能够披荆斩棘、勇
往超前，成为最后的赢家。

指导老师 李萍

周末，妈妈带我去大河
报参加小记者活动。

老师先带我们认识了
报纸是怎么“出炉”的，又带
我们去了一间办公室，在这
里，我们观看了一个有趣的
视频。看到画面里，我的小
记者“前辈”们进行各种各
样的参观、采访活动，我十
分羡慕，也特别期待今后的
小记者活动。

看完了视频，老师带着
我们玩了一个游戏，这个游
戏的名字叫做“笑破肚皮不
负责”。老师先给我们发了

三张纸片，让我们在第一张
纸片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第
二张写上在哪里，第三张写
上在做什么。然后把纸片打
乱重新组句。这些句子太搞
笑了：有李嘉怡在下水道里
玩电脑游戏，有李沐哥在妈
妈肚子里踢足球，还有程沐
桦在鞋子里吃东西……我
们都快笑晕了。老师给，造
句一定要准确，不然很可能
会出笑话的。

这真的是非常开心的
一天，我也要继续努力学
习。

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
人类文明的殿堂，是连接过
去、现在、未来的桥梁。这
次就让我们进入河南大象
陶瓷博物馆，一起汲取祖先
的艺术感与创造力吧！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应
用陶器的国家之一，陶器的
出现可以追溯到一万年前
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瓷器的
发明也有近四千年历史，因
此被誉为陶瓷的故乡。

我们看到了许多陶品，
如红陶彩绘女俑、红陶白衣
跪拜俑、黑陶角瓜、白陶环
柄杯、灰陶镂孔豆、黄釉楼

等。在这其中最高的要数
黄釉楼了，高50厘米。

接下来我们来到唐三
彩区域，唐三彩是盛行于唐
代的一种低温釉陶器，釉彩
以黄、绿、白三色为主，所以
人们习惯称之为唐三彩。
唐三彩不仅是中国陶瓷史
上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还
对日本等地的陶瓷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

这次参观让我见识了
古人的创造力和无穷的想
象力，这一个个精美的彩
俑，一个个威风凛凛的佛像
都是古人智慧的结晶。

又到新学期，又是新起
点。那是一次令人难忘的
领奖，简朴却不简单，满满
的都是感谢和感想。

那一天，学校组织了升
国旗仪式，接下来是给作文
见报的学生发喜报和稿
费。第一次在全校师生面
前领奖，我既兴奋又紧张。
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
旗冉冉升起。我仿佛看到
了建国70年来祖国母亲经
历的艰辛和取得的巨大成
就，无数革命先烈为了国家
的繁荣昌盛和人民的幸福
安宁，不忘初心，砥砺前
行。我想，这就是信仰的力
量，对我而言，就要坚定学
习目标，为此而努力。

带着几分羞涩和忐忑
的心情，我走上了国旗台，
当刘老师把喜报和稿费递
给我时，台下响起了热烈的

掌声。那一刻，我心想：要
感谢“文一”给我提供的“以
文化人、知行合一”教育环
境；更要感谢大河报为我提
供的学习交流平台，让我在
周末有机会与全市中小学
生一起参与社会实践，共同
成长。去黄河博物馆，我学
习了大河文化、华夏文明，
写下了《黄河母亲》；亲身体
验哈啰单车运维工作，知道
了科技成果来之不易，应当
珍惜，写下了《救救绿城“驶
者”》……在报纸和网络上，
我也读懂了一篇篇来自全
国各地的优秀作文。

总之，在大河报小记者
这个大家庭里，周末想玩就
玩，在玩中开阔视野，放松
心情；想学就学，在交流中
互帮互助，增长知识；想写
就写，在练笔中成长进步。

指导老师 陈慧敏

我是谁？我在哪儿？
这是我醒来后首先想到的
问题。

昏暗的地方静谧无
声，只有从边缘的缝隙中
投进一丝微光。我睁开疲
倦的双眼，观察了一下四
周：四面方方正正，好像是
一个盒子！

我刚才还昏昏欲睡的
脑子一下子就清醒了许
多。我再向四周察看，一
根根白色的东西如玉柱般
在盒子中挺立，看样子像
是粉笔，我在粉笔的怀中，
那么我也应该是粉笔了？

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
后，我终于接受了事实：我
现在已经是一根粉笔了。
正在我思考之时，其他粉
笔也渐渐醒了。

一开始还算安静，后
来就开始说起了话：昨天
谁的腰折了，前天谁的手
脱臼了，越说越吓人。

正在他们聊得火热的
时候，突然一道声音传来：

“选人了，选人了。”然后我
就听到周围传来这样的声
音：别选我，别选我 ……

然后，一只大手轻轻
打开了盒子，随意选走了
一支粉笔。其他粉笔都捂
着胸口，松了一口气。忽
然，那大手又把刚才那位
粉笔兄弟放了回来，我们
围过去一看，发现这位仁
兄帽子没了，头发乱了，脸
也变尖了。接着发生的事
儿，我更始料未及，居然拿
起了我！

“没事，不就是用我写
字嘛。”我给自己灌一碗心
灵鸡汤后，便踏实多了。

一节课终于上完了，
那大手拍了拍手上的粉笔
灰，把我晾在了讲台上。
我坐立不安，就在这时，忽
然，我被一只小手捏了起
来。一张稚嫩的脸浮现在
我的眼前，他顽皮地笑着，
拿出一根橡皮筋，“嗖”地
一下子就把我发射了出
去，我落在了书上，滚到了
地上，最后在数不清的大
脚掌小脚丫下，被踩得遍
体鳞伤……

当我粉身碎骨以后，
我被送到最后一站——垃
圾箱，就那样静静地躺着，
回想着我这短暂的一生，
不由得泪流满面，做支小
小的粉笔也不容易啊！

指导老师 郭海霞

梦想
□大河报小记者、郑州市宇华实验小学六（12）班 杨简诚

难忘的经历
□大河报小记者、郑州市文化路一小翰林校区三（7）班
胡城晗

小粉笔
的一生
□河南省实验学校鑫苑外
国语小学六（2）班 潘泽铭

古人智慧的结晶
□大河报小记者、郑州励德双语学校六（2）班 杨悉炼

我的爱好
□大河报小记者、郑州市郑东新区康平小学六（2）班 赵一宁

快乐的活动
□大河报小记者、郑州市郑东新区康平小学一（1）班 程沐桦

努力拼搏

快乐成长

童话世界

活动收获

徜徉书海

周末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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