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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王国
烟台开发区金东小学 五年级四班 宋义朴 指导教师 衣艳艳

读《神奇校车》有感
烟台开发区金东小学 三年级二班 刘昊林

《神奇校车》是美国国家
图书馆推荐给所有学龄前和
小学生的课外自然科普读物。
去年暑假，我有幸读了它。这
本书主要由“地球内部探秘”、

“在人体内部游览”、“追寻恐
龙”、“奇妙的蜂巢”、“漫游电
世界”、“迷失在太阳系”等几
部分组成的。书中主要讲的是
一位奇怪的弗瑞丝老师，带着
孩子们坐着一辆变化多样的
校车里，进入蜜蜂的巢穴里，
钻进别人的肚子里，升入太
空……上天入地，他们经历了
一个个天翻地覆，刺激人心的
自然科学大探索。

从这套书里我学到了许
多课外知识。比如：“不同的动
物依靠不同的感官。声波如何
产生？恐龙如何生存？”……令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漫游电世

界》里面的一些知识，我从中
明白了电工是如何修复电线
的，发电厂是如何发电的，电
动机是如何工作的，开关是如
何控制电器的，电视机是怎样
工作的等许多关于电的科学
知识。从书上我还了解到，目
前还不能从现有的能源中得
到我们人类所需的足够能源，
所以我们要节约用电，减少能
源损耗。另外，电虽然给我们
带来很多的方便，但是电也很
危险，所以我们一定要掌握安
全用电的方法，让电更好地为
我们服务。遇到危险要及时断
电，电的工作原理……

《神奇校车》这套书使我
看到了知识的渊博，我要珍惜
现在的分分秒秒，努力学习科
学知识，探索发现大自然中更
多的奥秘。

读《草房子》有感
烟台开发区金东小学 四年级三班 李鑫蕊 指导教师 王敏敏

曹文轩写的《草房子》这本
书主要描写了孩子们在小学时
期快乐学习和成长的故事。

曹文轩，出生在1954年的
江苏盐城。在他写的《草房子》
中，最让我喜欢的是陆鹤。陆鹤
是一个秃子，所以他们都叫他
秃鹤。同学们都喜欢摸他的头，

但是必须要付出一点东西，要
么是一块糖，要么是将橡皮和
铅笔借他用半天。付给了他后，
他就会乖巧地低下头让你摸。
后来由于他破坏班级荣誉，受
到了大家的冷落，成了一个不
受欢迎的人，这让他既伤心又
不安。但在学校举行文艺汇演
时，任何人都不肯演秃子的情
况下，秃鹤自告奋勇地出演此
角色，他细致、认真、成功地演
活了伪军秃子连长，而且帮大
家获得了一等奖。他终于又获
得了同学们的友谊。

故事通过描写油麻地小学
学校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点点
滴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磨擦，
表达了人与人之间珍贵、感人
的情感。

诙谐话秋天
烟台开发区金东小学 三年级四班 张弘历 指导教师 邹军志

一片黄色的枯叶打在我
的脸上，我忍不住打了几个喷
嚏。这片枯叶打断了我欣赏蔚
蓝天空时的遐想。

“写作业又溜号！到奶奶
家不能玩，就发呆吧！”妈妈的
声音笑着传来。显然我的喷嚏
驱走了她的愤怒，反而带来了
笑料。我无奈地哦了一声，擦
了擦留下的鼻涕和眼泪。看着
地上的枯叶，我愣了一会神，

“秋天来了”我像恍然大悟般
地大喊道。然后迫不及待地换
上衣服，冲出家门。

一路飞奔到山脚下。哇！
好像一夜之间，漫山的枫叶像
开花了，红彤彤的，鲜艳又美

丽。我猜想也许是秋天来了，
它高兴得涨红了脸，但愿不是
因为害羞，不好意思弄个大红
脸！

田野的秋色也很美。我以
火箭的速度向田野奔去，气喘
吁吁地奔到田野里，一屁股坐
在稻田中。金色的稻田，像金
色的海洋。我现在就如一条
鱼，在金色的大海上漂游。

上边是蔚蓝的天，远处是
火红的山，身边是金色的“海
洋”。幸福的我在秋的怀抱中
就要睡着了。突然想到作业还
没写完，恋恋不舍地挥手告别
后，我朝天空大声地喊到：“秋
天真美啊！”

我躺在草地上，微风轻轻
地拂过我的脸庞，我并没有在
意，直到有一只小蚂蚁被风吹
到我脸上，然后慢慢地爬下去，
顿时我的目光被吸引过去了。

我慢慢随着小蚂蚁来到蚁
洞前面，忽然蚁洞变大了。嗷！
不！是我变小了，我变成一只棕
色的小蚂蚁。我看见一只皮肤
黑亮的大蚂蚁，正在拉一个比
自己大数倍的东西。这是为什
么呢？我心中多了一个问题。是
什么力量驱使它这么辛勤劳动
呢？我走着走着，遇到一群比
我还小一些的蚂蚁在一块没
吃完的饼干上爬上爬下，尽
情玩耍着。可是好景不长，一
群大蚂蚁来了，让那些“小平
民”走开，我想那些“小平民”
为什么不反抗啊！正在气愤之
中大蚂蚁们把那个大饼干搬到
了一个储藏室。哦！我明白了，
原来是那些淘气的“小平民”妨
碍了大蚂蚁的工作。其实大蚂
蚁们辛勤地劳动正是为了给它
们这些“小平民”们积攒更多的
食物啊。

继续往前走了一会，我又
遇到几个“工程师”在商量着什
么，它们一边在图纸上绘图(用
身体在一片叶子上爬来爬去)，
一边让一群蚂蚁搬“水泥”、搬

“砖头”，不停地垒房屋，真是忙
得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了！

“义朴，义朴”妈妈在叫我，
我一惊，急忙原路返回。时间过
的真是快，转眼就是一个下午
过去了。我慢慢地转身回家，告
别了这些山里的朋友们。

我生活在这茂盛的森林
里，不知道过了一个冬天，外
面的世界变成什么样子了。不
久，我听到了哗啦啦的雨声。
我隐隐听到了雨声中交杂一
个令我喜悦和激动的声音，那
是春姑娘在呼唤着我。我努力
挣脱开泥土的怀抱，终于我探
出头，看到了这美丽的一切。

因为雨的沐浴，森林变得
焕然一新，森林变成了水淋淋
的墨绿色，周围到处散发着泥
土的芳香。春雨过后，我看到
了一场舞会，小草朋友们在微
风中翩翩起舞，鲜花是我们舞
伴，小鸟唱着优美的乐曲为我
们伴奏，昆虫音乐家挥舞着音
乐棒深情地指挥。山泉捧出一
面明镜为我们梳妆，飞流的瀑
布是男高音，他嗓音雄厚，气
势磅礴，青蛙大叔呱呱地叫
着，告诉每个人他是这里的主
持人，萤火虫漫山飞舞，将森

林装扮得五光十色……
我非常留恋这美好的时

光，它使我陶醉其中，流连忘
返。我深爱着我的世界。但好
景不长，不久，森林里来了一
大群猎人，把动物朋友们都打
跑了。森林里的小河边建起了
一座座工厂，从此小河变得无
精打采，她的皮肤变得黑乎乎
的，垃圾和小鱼的尸体浮在水
面上，整个小河变得臭气熏
天。森林里还来了大群伐木工
人，拿着各式各样的工具把我
们森林的守护者——— 大树都
砍光了。不久，漫天遍野刮来
了沙尘暴，没有了树木的阻
挡，整个森林都被沙尘覆盖
了，我也被压在厚厚的沙土之
中。

朋友们，我们一定要珍惜
环境，保护环境，共同守护我
们的地球，不然，你们也会遭
受到我一样的厄运。

云的国度
烟台开发区金东小学 五年级四班 王瑞菁 指导教师 衣艳艳

这里是云之国，它养育了
许多的云，很多人类也对这里
向往已久，因为他们叫这里天
空。

我有好多的亲人，我的哥
哥叫乌云，他非常强壮，维护着
云之国的和平。白云是我们家
最小的小妹妹，她长得非常漂
亮，也最惹云喜爱。爷爷是一位
哲学家，他叫火烧云，他总是有
说不完的故事与哲理，所以，我
们一有时间就会去找他玩。什
么！？你问我是谁?哈哈，我就是
我们家的老二，最活泼，也最淘
气的小雨云。

接下来，我要给你们介绍
几位重要人物。第一组是太阳
哥哥与月亮姐姐，我们一起成
立了一个自然乐队。我是主唱，
太阳哥哥是灯光师，当他用柔
和的金光在我们身上映出一层

灿烂薄雾时，我们的演唱会就
要开始了。月亮姐姐是一位竖
琴演奏家，她用竖琴为我们伴
奏。第二组是闪电叔叔与雷声
伯伯，他们是我们演唱会的特
约嘉宾。闪电叔叔是控制声光
的专业人员，而雷声伯伯的特
殊音效总能让我们浮想联翩。

现在，自然乐队的演唱会
开始了。今天，我们要演唱的歌
曲是《欢乐圆舞曲》。随着欢乐
的乐曲，大家翩翩起舞，其乐融
融。淅淅沥沥的雨声与各种乐
器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变成了
快乐的生活与快乐的世界。

夜深了，我们该回家了，黑
色的夜幕是我们温暖的被子，
天空是我们宽大又舒适的床。
闪闪发光的星星为我们编织了
一个又一个美好的梦。

云的生活是如此愉快。

秋天是个收获的季节。当你
走出家门到外面活动的时候，你
一定会被秋天的树林所吸引。

树林里，金黄的树叶就像为
你铺上了一层厚厚的毛毯。你走
在“毛毯”上，会听到“咔嚓咔嚓”
的响声。一阵风吹来，金黄的树叶
纷纷飘落下来，就像是一只只金
色的蝴蝶在空中翩翩起舞，在阳
光的照耀下一闪一闪的，很是绚
丽。忽然，一片橙红色的树叶轻轻
地落到了我的肩膀上，摸起来就
像橘子皮似的。这时，风声稍微大
了一点，只听见“呼呼”的声音，风
速加快了，林中的大树被风吹得
摇晃起来，发现了“沙沙”的声音，
那声音就像一首大自然的交响
曲。

河边的芦苇随风摇曳，苇塘
中掀起滚滚的浪涛。许多树叶飘
落进小河里，仿佛一只只金色的
小船顺水漂流，把丰收的喜悦运
向远方。

风停了，你躺在草地上看着
树林，就会发现树上的叶子颜色
很多，有红的、黄的、淡绿的、浅黄
的，各种各样。在这些树木当中有
一种树依然挺拔葱翠，这是松树。
它们像整装待发的士兵，时刻准
备着保卫秋天的果实。

读书的乐趣
烟台开发区金东小学

三年级一班 邵乙瑄

指导教师 王琦

我的爱好有很多，我喜欢画
画、跳舞……但要说我最喜欢的，
还是读书。我喜欢看《格林童话》。
每次都看得入了迷。

记得有一次，妈妈做饭的时
候，发现家里没有盐了。于是就给
了我十元钱，让我去附近的小超
市买袋盐。出门的时候我顺便拿
了一本《格林童话》。在路上我边
走边看，不知不觉转了一圈回来
了，早就把买盐的事情忘到九霄
云外了。我一回家，妈妈就笑盈盈
地迎过来，亲切地问：“盐呢？”我
满脸疑惑地问：“盐，什么盐？”妈
妈说：“我让你出去买盐，你买了
吗？”“啊！”我这时才醒悟过来：

“我忘了。”妈妈无奈地指着我说：
“你呀你，真拿你没办法，还是我
自己去吧。”

哎！我就是这样，经常会看书
入了迷。但以后我会调整看书时
间，帮妈妈做更多的家务。

秋天的树林
烟台开发区金东小学

四年级四班 王方妍

指导教师 张明珠

小草的世界
烟台开发区金东小学 五年级四班 邵博文 指导教师 衣艳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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