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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妈妈每天给我读故事，渐渐地，
我爱上了读书。经典如同黑夜中的明星点缀
着夜空，又如沙漠中的一棵小草沾染了沙土，
它不仅是我的精神食粮，还是我增长知识的
源泉。在经典的陪伴下，我快乐成长，也懂得
了很多的人生道理。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
所不明。”战国时期的屈原在《楚辞》里告诉我
们，万事万物都有它们各自的优劣。因此，我
们要保持谦逊，学习他人的优点。我想这也
是孔子在《论语中》中所说的“三人行，必有我
师焉”的道理吧！

“满招损，谦受益。”《尚书》告诉我自满会
遭致损失，谦虚可以让人受益。我曾经就吃
过“满招损”的苦头。记得在读二年级的时
候，一次数学单元考试中我得了100分，加上

我的字迹十分工整，卷面整洁，老师还额外给
我加了2分。我拿着得了102分的试卷，喜气
洋洋地回到家给爸爸妈妈报喜。爸爸妈妈表
扬了我，妈妈还叮嘱我以后不能骄傲，可我听
不进去。后面一段时间，我上课时常开小差，
心想这么容易的题我都会了，不用认真听，结
果可想而知。下一次考试，我只考了 80 多
分。妈妈知道我因为骄傲，上课不认真，狠狠
地批评了我。从那以后，我便懂得了“满招
损，谦受益”的真正含义。

经典如同阳光，普照着大地万物，带给人
们心灵的纯净和美好。

北塔区协鑫阳光小学五年级 71 班
陈嘉乐

指导老师 宋亚平 夏琼

学经典，悟哲理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华夏方圆
小学的陈滋予，现在我正站在白茫茫的雪地
上，脚下的雪沙沙作响，你们听见阵阵的风声
了吗？嘿嘿，能猜出我在哪里吗？这里是北
京冬奥会的举办场地，我的好朋友冰墩墩和
雪融融带我们开启奇妙的北京冬奥会之旅。

话不多说，大家换上了雪橇，站在滑雪道
的坡顶，放眼望去，附近的景色尽收眼底。随
着裁判员的一声枪响，冰墩墩和雪融融就像
剑一样飞了出去。他俩是滑雪十项全能运动
员，脚踏滑雪板从高坡快速起跳，然后腾空、
回转、空翻、降下，做着各种高难度的动作。
我也不甘示弱硬着头皮往下冲，滑行的速度
越来越快，旁边的景物呼啸而过，脚底仿佛要
磨出火花来了，耳边虎虎生风。我很害怕，我
的脚也变得不听使唤，我狠狠地摔了一跤，滑
雪杆也被甩出了老远。我狼狈不堪地站了起
来，这时冰墩墩和雪融融也快速地来到我身

边，扶起了我。他们很细心地告诉我诀窍：上
身自然站立，两板间距与肩同宽，重心向前
倾，膝盖稍弯，时刻保持滑雪板八字形，身体
保持平衡。冰墩墩说：“除了掌握基本要领以
外，最重要的诀窍就是坚持不懈，我们也是在
无数次的摔倒中爬起来，才能驰骋滑雪场
的。”在好朋友的帮助下，我掌握了基本要领
之后，觉得自己就像一只展翅学飞的小鸟，在
白雪、寒风和好朋友冰墩墩、雪融融的陪伴下
达到了终点。

通过这次滑雪比赛，我懂得了人生就像
一场滑雪，只要选定目标就要勇往直前，才能
成功。同时，也看从冰墩墩和雪融融身上看
到了奥运的精神——“理解、友谊、团结和公
平竞争”。

大祥区华夏方圆学校1808班 陈滋予
指导老师 李自卫 彭芳

难忘的滑雪比赛

有一天，我一个人在
家，觉得有点无聊，就走进
书房。

书房有很多书，我兴
致勃勃地看了一本又一
本。看着看着，发现了一
本魔法书。

打开这本书，看到都
是空白的，我自言自语地
说：“这不是魔法书吗？怎
么一片空白？”

突然那一本书说话
了，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就
问：“你不是一本书吗，为
什么还会说话？”“我是在
跟你的心说话。”魔法书

说。我说：“你确实很厉
害，但是这一片空白的书
让我怎么看呢？”“你要足
够专注才能看到书中的故
事！”魔法书说。

“砰”地一下，我看到
一座城堡，那里的人一直
在狂欢。我坐在苹果树
下，和一个小男孩一边看
热闹一边聊天。聊着聊着
我们睡着了，醒来的时候
发现我还坐在书房，手上
拿着这本魔法书。

原来这是一个梦。
长沙长郡雨外三年级

五班 谭果

一本有魔法的书

周日，妈妈带我坐飞机去长
沙，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呢！

早上6时，我们在机场自动
售票机上取好票后，就排队进了
候机室，候机室可干净了，里面
已经坐了许多乘客。不一会儿，
飞机来了，我们开始检票。

登机后，我才发现这架飞机
真大，像一间小小的电影院，里
面座位一排一排的，中间是过
道。我和爸妈找到自己的座位，
系好安全带后，我焦急地等待着
飞机起飞。

飞机发动了，虽然机舱是封
闭的，但是声音还是很大，整个飞
机都随着声音颤抖起来，而且越
来越剧烈，但是跑不出去，好像后
面有根大绳子拽着。渐渐地，我
觉得后面的绳子再也拽不住了，
飞机便在跑道上跑了起来，越跑
越快。当飞机达到一定的速度后
便腾空而起，冲向蓝天。

我紧张得一动也不敢动，紧
紧地抓住妈妈。妈妈对我说：

“不要怕，放松点往窗外看看。”
我放大胆子看了看机窗外

的云彩，哇，好大一片。我再斜
着眼往地面上看了一眼，却赶紧
把眼睛闭上。因为我有一种要
掉下去的感觉。妈妈告诉我说
不用怕，我壮着胆子向下望去，
发现田地整整齐齐，一片葱绿。
高速公路就像一条黑色的飘带
蜿蜒在大地之上，水库就像一面
大镜子。半个小时过去了，飞机
降落在黄花机场。

我带着一种恋恋不舍的心
情同爸妈一起下了飞机，虽然只
有短暂的半个多小时，却给我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

武冈市红光小学 191 班
李骁
指导老师 银美

第一次坐飞机

7 月 17 日上午，艳阳
高照，前进小学小记者协
会一行四十多人在家长的
陪同下，来到市大祥区东
湖雅韵的泊湾艺术生活
馆，参观邵阳非物质文化
遗产展览。

在悠扬的萨克斯音
乐中，我们跟随讲解老
师的步伐逐一参观了滩
头年画、宝庆竹刻、宝庆
烙画、邵阳土布纱绣、剪
纸 、羽毛画等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讲解老师
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小
记者们凝神倾听，大饱
眼福。

让我印象最深的莫过
于那琳琅满目的陶瓷艺术
品。陶瓷是中国文化的典
型代表之一，新石器时
代，我们的祖先就用智慧
和勤劳的双手制造各类
日用陶器。后来，又烧制
出了各种各样的瓷器，还
创造了彩绘、镂空等装饰
手法，让陶瓷成为古代社
会灿烂的艺术文化。老

师的讲解也让我们懂得
了陶和瓷的区别。

滩头年画是湖南省唯
一的手工木版水印年画，
以浓郁的楚南地方特色自
成一派。

羽毛画是中国的传统
工艺美术品，采用各种各
样的羽毛为原材料，借助
传统的国画构图法，装饰
工艺等表现手段制作的一
种图画，每一幅画都有一
个属于它的故事，等着我
们去揭密。

此外，宝庆竹刻、宝庆
烙画、邵阳土布纱绣和剪
纸都体现了邵阳浓郁的地
方特色，凝聚了邵阳劳动
人民的智慧结晶。

在采访环节，小记者
们采访了演奏萨克斯的声
乐教授。由于没有足够的
经验和知识，大家都只说
了一点点就收场了，真是
遗憾。

双清区前进小学 张诗涵
指导老师 李妮玲

观泊湾艺术展

听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个人的闺蜜，本做着一份清闲自在的工

作。突然，跑去学芭蕾，就为了那个年少的公
主梦，有不少人嘲笑她，可她却像个没事人一
样，仍在坚持学习。一晃两年过去了，那个人
的闺蜜身材变好了，年会上也跳得有模有样。
有个人在一次聚会中调侃她：“没脸没皮。”而
她却回答：“活在别人的眼里，是注定过不好这
一生的，别人的嘴阻止不了你探索世界，生活
是自己的，进一步才有一步的欢喜。”

是啊，人的一生不要太在意别人的评价，
懂你的自然不用解释，不懂你的解释也没用。

我们总是一路走着走着，把自己困在安全

区里，只追求不被别人说闲话，小心翼翼，活成
别人期待的模样。唯独辜负了自己。要是人
活成别人都喜欢的模样，那这个人该有多委屈
啊！

人的一生不长，你不妨大胆一点。爱一个
人，爬一座山，做一个梦，做你想做的自己。你
平安喜乐，过一生，便是一种成功。毕竟只有
你才能负责自己的人生。用乐观的内心去抵
抗俗尘，活成你想要的模样。

双清区华竹中心完小六年级 133 班
黄圣鑫

指导老师 李晚媛

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

今天，妈妈带我去参
加小记协组织的参观非遗
项目的活动，我心里别提
有多高兴了！

集合后我们分成两
组，在两名老师的带领下，
我们依次参观了羽毛画、
剪纸画、素描画、陶瓷制作
等。我印象最深刻的当然
是绚丽多彩的羽毛画。

一走进羽毛画展厅，
我就被桌上摆的一盒盒五
颜六色、栩栩如生的蝴蝶
吸引住了。连妈妈都以为
那是用真的蝴蝶做的标
本。当听到老师的讲解才
知道，这里面所有的展品
都是用动物的羽毛制作而
成的，有的是鸡毛，有的是
鸭毛，有的是鹅毛……听

到这里，我就不敢碰了。
老师说，不用害怕，这些动
物的羽毛都是经过专业的
处理，然后再绘上美丽的
图案，绝对安全。妈妈点
了点头，毫不犹豫地帮我
买了两只色彩斑斓的蝴蝶
留作纪念，我十分开心。
看了用羽毛做的活灵活现
的孔雀，还有在水中悠闲
散步的鸭子，我真是大开
眼界，感觉自己长了不少
见识。

观展的时间过得飞
快，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
非遗展厅。

大祥区城南小学二年
级1805班 李志轩

指导老师 朱素芳
邓晓丽

神奇的羽毛画

今天，妈妈带着我去
参观本土“非遗”，我不知道
什么是非遗文化，心想：是
去表演节目？还是去采访？

天气比较炎热，我穿
上马甲，带上小记者帽，拿
了笔和本子，就带着疑惑
的心情跟着妈妈来到泊湾
艺术馆。登记过后，我和
妈妈上二楼参观，发现有
很多小记者朋友早已到
了，看来，大家都很积极！
我看到桌上有小点心：饼
干、蛋糕、橙汁水……一间
间不大不小的小房子里面
有摆放着许多我不懂的东
西，好新奇，我这里看看，
那里瞧瞧。

活动开始了，老师把
我们分成两个小组，我们
这组在老师的带领下分别
参观了剪纸艺术、人物绘
画素描、陶瓷馆、羽毛画、

刺绣、手工年画……最让
我难忘的是女娲剪纸，女
娲剪纸是由五幅剪纸组
成：女娲造人、女娲造动
物、女娲造植物、火神水神
大战 、女娲牺牲自己补
天。我看呆了，剪得这么
栩栩如生，太神奇了！

通过这次小记协组织
的参观活动，让我对家乡
的“非遗”文化有了初步了
解，也让我感受到历史和
传统的东西是一件非常重
要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所
以，我们应最大限度地去
搜集、整理和传承我们的
传统文化，让它发出绚丽
的光芒。

大 祥 区 城 南 学 校
1807班 陈梦瑶

指导老师 邓晓丽
肖迪

“非遗”的魅力

我最喜欢的玩具是火
火兔，那是我过四岁生日
时，妈妈送给我的礼物。

火火兔可漂亮了，它
的耳朵又长又软，圆圆的
脸上有一双乌黑发亮的大
眼睛，像夜空中闪烁的星
星。火火兔的睫毛又粗又
长，让它显得格外美丽动
人。嘴角向上翘着，好像
正对着我微笑了。它穿着
一件粉色的连衣裙，前面
有许许多多的小按钮。尾
巴短短的，尾巴也是一个
开关按扭，转动一下尾巴，
它的耳朵就立刻发出五颜

六色的光芒，特别漂亮。
火火兔还会唱歌，讲故事。

每到晚上，我总是让
火火兔陪我入睡，它给我
唱起了动听的儿歌，陪我
慢慢地进入了甜蜜的梦
乡。每当爸爸妈妈不在家
时，火火兔又成了我的好
朋友，陪我一起玩耍，做游
戏，还会给我讲好听的故
事，陪我度过了一段美好
的时光。

北塔区状元小学二年
级100班 刘桉

指导老师 李雯

火火兔

暑假的一天，妈妈带
我去参加了小记者协会组
织的活动，我心花怒放，走
路一蹦一跳的。到了泊湾
艺术馆，哇！好热闹的场
景呀！人山人海，还有好
多漂亮的作品。我像鱼儿
游进了大海，跟着人群到
处观看。

参观完了艺术作品，
老师就带我们去参观陶
瓷。有一位瓷器老师告
诉我们，制陶和制瓷，用
的材料不一样，可是工具
一样，做出来的作品都很
光滑，陶和瓷已经存在了

六千多年。我才知道原
来我们用来吃饭的碗已
经有这么多年的历史了，
好神奇！

最后，我们去参观了
用羽毛做的工艺品，五颜
六色的，用羽毛做出来的
蝴蝶、鸭子、孔雀等可漂亮
了，栩栩如生。

今天，收获满满的，好
开心！

北塔区协鑫阳光小学
一年级83班 刘紫萱

指导老师 宋亚平
汪婷

开心的一天

早就听说蒙山的景色优
美，所以一直盼望能有机会饱
览蒙山的秀色，今年暑假我的
愿望终于实现了。

出发前的那天晚上，兴奋
的我和同样兴奋的哥哥一夜
都没有睡好，凌晨四时便吵醒
了全家人。迎着清爽的晨风，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踏上了美
妙的蒙山之旅。

我们从“采摘园”出发，沿阶
而上，突然传来了“哗啦啦”的声
音。闻声找去，原来是一条小溪
在唱歌。小溪的水清澈见底，捧
一把洗脸全身的暑气在那一瞬
间消失不见，好舒服！一朵朵美
丽的野花在溪边开放，一只漂亮
的蝴蝶在花中翩翩起舞，粟子树
上挂满了圆溜溜的小刺球，犹如
一只只身子缩成一团的小刺猬，
可爱极了。

沿溪而上，过“药园”“观
佛亭”“仙人路”，便来到了“观
瀑亭”，我终于找到了小溪的
源头。只见一条清亮的瀑布
从山顶急匆匆地流到山下，壮
观的影像不由让我吟诵起“千
青山衬白银”的诗句。

来到“小东关”，只见右边
挂着一块小木牌，上面写着

“阎王鼻”。我往下一看，惊出
了一身冷汗，刚才走过的路，
就像挂在山上的一架天梯。
一阵山风吹过，满山的绿树荡
起绿色的波浪，那架天梯也随
风飘飘。

黄昏中，我回头看看那茫
茫大山，踏上了回家之路。

双清区龙须塘小学四年
级15A班 唐乐涵

指导老师 李露

游蒙山

前几天和妈妈逛友阿商场的时候，无意间
买到了一份红烧凤爪，那滋味真是让我回味无
穷。作为吃货的我决定亲自动手，尝试做一回
红烧凤爪。

说干就干。我和妈妈先去超市购买制作
红烧凤爪所需要的食材：八角、桂皮、香叶、豆
瓣酱以及最重要的鸡爪。

第一步：把鸡爪清洗干净，剪掉指甲。然
后把鸡爪切成两半，这样处理更入味；第二
步：鸡爪凉水入锅，放入料酒、生姜煮开后，捞
出洗干净；第三步：锅里放油，准备好佐料，炒
香后把鸡爪放进去，翻炒两分钟再放水煮半
个小时，放盐大火收汁。香喷喷的红烧凤爪
就出锅了。不要问我怎么会做的？嘻嘻，问

抖音吧！
红烧凤爪一端上桌，我和妹妹的口水早已

直流，只见深褐色的鸡爪包裹着浓浓的浆汁，
散发着一股诱人的香味。我迫不及待地夹起
一块，一口咬下去，糯软的肉毫不费力地就从
骨头上分离出来，那味道，简直无法用文字描
述。此时此刻我的嘴里不由得冒出一句：“此
味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妈妈和妹妹
笑得前俯后仰。

一盘红烧凤爪被我们三下五除二消灭干
净了，非常好吃。

市资江学校三年级275班 陈赟芃
指导老师 王合玲 李平

美味的红烧凤爪

◀◀进行义卖的学生接待小顾客进行义卖的学生接待小顾客。。

▲7月21日晚，在市文化艺术中心
莲花广场，有一群蓝色的身影。当天，
市湘郡铭志学校组织初一年级各班学
生在这里开展暑假社会实践活动。

据悉，本次社会实践活动所获取的
利润，将作为爱心款，捐赠给需要帮助
的人。

记者 李超 通讯员 杨学文
实习生 方弘宇 江玉 摄影报道

小市场 大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