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灰雀》有感
开发区八角中心小学

三年级四班 邴颖

指导教师 刘金煜

今天我们学习了《灰雀》这篇
文章，是一个小男孩把灰雀偷走
了，可是他又不敢说，怕列宁知
道，我今天也说一件和这类似的
一件事。

那是去年的一件事，有一天，
我在玩妈妈的口红，那时我妈妈
正在洗澡，我就把口红给拧了出
来，我就研究了研究，就把口红又
给盖上了，可是，我盖着盖着，就
觉得好难盖，就像被胶粘住了一
样，然后我就把盖子打开看个究
竟，结果是盖子把口红给压扁了。
口红盖子的底全部都是像泥巴一
样的口红，那时我心里非常紧张，
我就赶快把盖子给盖上放到抽屉
里了，就怕妈妈什么时候再用口
红的时候发现口红都成泥巴了，
就训我一顿，我就出去看电视了，
这样可解决心理压力。妈妈洗完
澡总是喜欢看看抽屉，还好我给
它盖上了，要不然就被发现了，我
看了一会儿，就把电视给关了，我
就想去承认错误，可是我又不敢，
怕妈妈训我，可是我还是去了。我
说了事实之后，妈妈连说我都没
说，她说再买一个，反正那支也旧
了，我一下就不担心了。

我真没想到，我妈妈还会原
谅我，我发现，只要你敢承认，还
是好孩子。我就像书里的小男孩
一样，承认了错误，列宁还是原谅
了他。我妈妈当时可能觉得我的
心里的感觉就像那个小男孩一
样，所以我妈妈才会原谅我，估计
那还是她新买的呢。

赶赶海海的的快快乐乐
开发区八角中心小学 三年级一班 刘文静 指导教师 马菊

一个星期日，爸爸、妈妈和
奶奶带我去赶海。

到了海边，车刚停下，我就
迫不及待地提着我的小篮子跳
下车，准备大展身手捉满满一
篮子螃蟹。蔚蓝的海水在天际
与天空浑然一体，一朵朵浪花
敲打着岸边的礁石，发出清脆
的声响……真令人心旷神怡
啊！

我卷起裤腿下了海，小心
翼翼地搬起小石头，看看下面
有没有螃蟹。果不其然，一些小
螃蟹映入我的眼帘。我三下五
除二把这些战利品装进篮子，
又把目标定在一块大石头上。

我想：小石头下面都有那么多
螃蟹，大石头下面或许会有更
多更大的螃蟹。我满怀希望地
走到大石头前，用尽全力搬起
这块大石头。哪知没站稳，一下
子摔倒在水里，变成了一个脏
脏的“小泥人”。我顾不得疼，赶
紧爬起来。仔细一瞧，竟然一只
螃蟹的影儿都没瞧见。一定是
螃蟹逃走了！于是我又继续找
大石头，终于又找到了一块。我
对自己说：“这回可不要再摔倒
了。”我费劲地搬起大石头东瞅
西看，咦，怎么什么也没有？奶
奶看见了，笑着说：“傻孩子，大
石头下面不一定有螃蟹，你最

好还是在比较小的石头下面
捡。”

我听了奶奶的话，又继续
找起螃蟹。突然，我发现前面不
远有个大石柱。我心想：这里说
不定会有大螃蟹。于是我连忙
走到石柱边，把手伸进石柱里
摸呀摸。咦，这是什么呀？身体
软软的还长着软刺。我用力拉
出来一看，呀，原来是一个大海
参。我惊喜地大喊，周围的人看
见了，也用羡慕的目光看着我，
说：“这么小就能捡到海参，真
是了不起。”我把海参装到奶奶
的袋子里，又继续找螃蟹。在一
块长满海菜的石头下，我看见

了一只大个的螃蟹，这家伙挥
舞着大钳，嘴吐着泡泡，一副目
中无人的架势。我蹑手蹑脚地
向它逼近，慢慢地伸出手，正当
大功告成之时，被螃蟹发现了，
一转身夹红了我的手，气得我
咬牙切齿。但我并没有气馁，忍
痛按住它的壳快速扔进了水
桶。回家的路上，奶奶问我：“螃
蟹给谁吃呀？”我说：“给爷爷吃
吧。因为爷爷年纪大了，身体不
好，需要营养。”妈妈夸我真是
个孝顺的孩子。

虽然美好的赶海已经结束
了，可是，我依然沉浸在愉快短
暂而又令人兴奋的赶海中……

小草的成长离不开阳光的
呵护，花儿的开放离不开雨露
的滋润。在学校，在我身边，有
很多好老师，她们认真负责，伟
大无私，像辛勤的园丁，用自己
的心血，精心地浇灌着我们这
些祖国的花朵。

有人说师恩似海，因为大
海浩瀚，无法估量；还有人说，
老师，一个灵魂的工程师，一个
希望与幸福的播种人；而我却
认为老师就像一根普普通通的
蜡烛，燃烧自己，却照亮别人。

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我的

启蒙老师——— 陈玉兰老师。
小时候，我是一个活泼调

皮的女孩，就连上课都特别好
动。后来在陈老师的精心培育
下，我变成了一个上课积极发
言，学习成绩优秀的好学生。

记得有一次，天气特别
热，同学们烦燥不安，老师就
回家从冰箱里拿出来了一个
大西瓜，同学们见了，那个口
水用“飞流直下三千尺”来形
容，再适合不过了。陈老师一
向非常疼我们，这次，老师下
达了“死”命令，讲完课才能

吃。同学们听了，立刻坐得端
端正正，等待老师把课讲完。
(其实表面是端正的，心早就
“飞”到了大西瓜上)

这堂课，同学们上得三
心二意。下课了，同学们都像
个 个 长 了“ 飞 毛 腿 ”似 的 ，

“嗖”的一声“飞”出了教室，站
在院子里，等待老师把最大的
那块发给自己。老师慢慢地走
出教室，坐在台阶上，一块一块
的分给同学们，老师留了一块
最大的给了我。同学们都不
服气，说老师偏向，这时，陈

老师和蔼地对我们说：“你们
这帮‘机灵鬼’，上课不聚精
会神听讲，惦记着这块大西
瓜，唯有陈斐上课认真听讲，
所 以 我 才 奖 励 她 最 大 的 一
块。”同学们个个哑口无言，
红着脸把头低下了……

老师，一个多么神圣的名
字，是您，让我在黑暗中找到了
前方的希望；是您，让我在成长
的路上克服了许多绊脚石；是
您，指引我用知慧的钥匙打开
了成功的大门，陈老师，我爱
您！

我我身身边边的的好好老老师师
开发区八角中心小学 五年级一班 陈斐 指导教师 侯纯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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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快乐
开发区八角中心小学

三年级三班 孙雪楠

指导教师 赵延风

要问我世界上最快乐的事情
是什么，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读
书。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
籍能不断充实我们的头脑，陶冶
我们的情操，丰富我们的知识，它
能带着我们在知识的海洋里尽情
遨游，它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无限
的快乐和希望。我认为读书是一
件非常愉快的事情。

前几天，妈妈给我买了一本
《随风而来的玛丽阿姨》，并和我
一起阅读了这本书。这本书主要
讲了玛丽阿姨来到班克斯家，做
了他们家的保姆。她带着简和迈
克尔去了许多奇怪的地方，发生
了许多稀奇的怪事。我最喜欢这

《笑气》一章：玛丽阿姨、简和迈克
尔得了笑气，悬在半空中，他们在
半空中玩耍、吃饭。多滑稽，多有
趣呀！

玛丽阿姨送给大家的快乐非
常多，她给孩子们不停地创造只
有在梦里才能出现的奇迹。她给
了简和迈克尔非常多的快乐和笑
声，使他们见到自己意想不到的
事。我很喜欢玛丽阿姨，也很喜欢
这本书。读书的过程中，我明白了
很多道理；做人要像玛丽阿姨那
样善良，要给别人带来快乐。只有
快乐，才能使这个世界更美好。

我我的的语语文文老老师师
开发区八角中心小学 二年级三班 王子童 指导教师 刘伟琰

刘老师是我们的语文老
师，也是我们的班主任，她大
约三十几岁，中等身材，不胖
不瘦，头发不是很长，圆圆的
脸，白白的皮肤。她平时不喜
欢笑，很严肃。我们都有点怕
她。

刘老师很喜欢穿裙子，我
觉得她一穿上裙子就像仙女
一样美丽。刘老师讲课很生动
很有趣，经常把我们逗得哈哈
大笑，我最喜欢听刘老师读课
文，她的嗓音清脆悦耳，总是
充满感情地为我们朗读课文，
有时我们听得都入了迷。

每当发现有些同学作业
出现错误时，她就耐心地给大
家讲解，直到弄懂为止。每当

有人调皮捣蛋时，她总是心平
气和讲道理，指出错误，直到
我们改正，她才会露出欣慰的
笑容。如果有同学生病了，刘
老师就像妈妈一样关心我们，
照顾我们。

有一次，快放晚学了，我
不舒服，头疼得厉害，又不敢
吱声，刘老师发现我不对劲，
过来摸了摸我的额头，马上给
我量了体温，吃了退烧药，又
帮我通知了妈妈，用电动车把
我直接送到了医院，妈妈赶到
医院时，天已经快黑了，刘老
师这才放心地回了家，看着刘
老师的背影，妈妈感动地说一
句：“真是位好老师。”

我爱我的老师！

《《静静静静的的石石竹竹花花》》读读后后感感
开发区八角中心小学 三年级一班 王铭扬 指导教师 马菊

不久前，老师向我推荐
了一本书，书名叫《弯弯的收
藏》，是由著名儿童作家张之
路写的几个中、短篇小说组
成。我利用十一假期看完了
这本书，我觉得书里的每个
故事虽然中心不一样，但都
表达了人性最美好的一面。
比如，就拿其中一篇《静静的
石竹花》为例吧！

小说讲了一群美术附小
的人来到花园里写生，“我”
就是这里的辅导员，有一位
歪嘴小女孩一直拿着铅笔和
纸在对莲花写生。“我”上去
一看，见到她只画了大致的
轮廓，还不会美术基础，小
胖子一直坐在她身边炫耀
自己，后来，那个小女孩送

给了“我”一枝石竹花，为
了感谢她“我”把她收作学
生 ，小 女 孩 叫 柳 莲 ，自 从

“我”收她为学生，柳莲是
最用功的一个。“我”把她
送给我的石竹花画成了一
幅画叫《静静的石竹花》，一
天“我”带着同学们去看开幕
式，领队说柳莲嘴歪没让她
参加，在“我”的劝说下，柳莲
继续参加美术附小，长大以
后成了艺术家。

从这个故事中，我得到
了两个感悟：一是：每个人不
管天赋如何，只要坚持，就一
定成功！二是：任何时候，不
能以貌取人，即使是残疾人
也有自己的尊严，不能伤害
别人的自尊心。

““笨笨小小孩孩””不不是是真真笨笨
——— 读《香草不是笨小孩》有感
开发区八角中心小学 三年级二班 张玉颖 指导教师 孙好龙

只要谈起笨小孩，人们就
会想起“呆”“傻”“智能低下”

“头脑简单”等一些用来形容
不上进孩子的词语。在我还没
有读这本书之前，我对“笨小
孩”的理解也是这样的，但自
从我看了《香草不是笨小孩》
一书后，我就对“笨小孩”这个
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书中的香草别人说她是
个笨小孩，但她心地善良，善于
动脑，爱观察、交流、聆听。只不
过常常被人误解，说她是个笨
小孩。香草喜欢和大自然交流，
和花草说话。她观察了蜻蜓蚂
蚱的颜色，有粉红色，绿色，褐
色，蜻蜓的翅膀是透明的，像风
一样。她闻着爸爸带回的大海

的气味，还有海风的声音，还有
海边的白沙，海鸟的叫声。香草
聆听木先生的铁皮小屋“在雨
中的音乐会”。香草读着公主的
书，把自己的家造成宫殿，把自
己的小伙伴当成公主，还造了
一个荷花池，和荷花一起跳舞。
香草给同学们吃着堵嘴的糖，
找回了体面，又回到学校上课
了。香草最喜欢甜心小猫，他们
是好朋友，小猫给大家表演舞
蹈，还给家里人叼拖鞋呢。香草
也长大了，懂得付出爱了。香草
不是笨小孩，她就是这样一个
追求自然、认真研究、爱观察、
爱学习、有爱心的聪明的孩子。

我喜欢香草这样的“笨”
小孩。

我我的的读读书书生生活活
开发区八角中心小学 三年级四班 赵雨欣 指导教师 刘金煜

书，一直是我的好朋友。记
得小时候，我经常躺在妈妈的
怀里，听她讲可爱的“七个小矮
人”，有趣神奇的“七颗钻石”，
生动的“三只小猪”……那些迷
人的故事，常常让我静静地进
入梦乡。上了小学，我识了很多
字，我就可以自己看书了，但因
为平时要上学，要做作业，我就
会觉得看书的时间太少了。

一放假，我就一头扎入书
的海洋，在书中寻找我的快
乐。今年暑期，我读了很多好
书，有从图书馆借的，有从书
店买的，还有在网络上找到
的，这些书让我掌握了很多课
堂上学不到的知识，也让我开
开心心地度过了暑假。

最让我爱不释手的是《小
学生优秀作文一千篇》，在它
的“肚子”里，装着许许多多生

动的作文。就是这本书，教会
了我很多写作方法，让我知道
了如何在生活中选取作文素
材，如何写好作文。我还读了
一些名著，像《昆虫记》，《勇敢
船长》等。它们让我感受到文
学名著的精彩。我也看了《好
词好句好段》丛书，这套书是
写作参考书，它让我学到了许
多成语，好词，优美的句子，还
有许多有趣的歇后语。《玩转
语文》让我在游戏中学到了许
多陪伴语文知识，《淘气包马
小跳》系列让我捧腹大笑，《机
器猫哆啦A梦》是日本漫画，
它能让我轻松一刻，还有《十
万个为什么》则让我学到了天
文地理，交通化学，动物植物
等各类知识。

有这么多好书的陪伴，我
的假期过得又充实，又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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