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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您，
真好
忘记了时间，也忘记了一切，只知月亮
已高挂良久。
“孩子……”身后传来您温柔的声
音，
“休息一下吧，别累坏了。
”我揉了
揉酸痛的手，活动活动就打算继续“奋
战”。
“我冲了杯牛奶，喝了暖暖身子
吧！”您轻轻地把牛奶放在桌子上，悄
然离去。
我捧起杯子，那温热的牛奶温暖
着我冰冷的手，就像一个母亲轻轻地
抱着哭泣的孩子。牛奶那一丝甜润从
喉咙滑向心间，化在心田。
有您，
真好！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
月，我与您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天色
越来越黑，我不禁有一丝丝担心，而您
似乎察觉了这一点，笑着对我说：
“最
近《水浒传》读的怎么样啦？给我讲讲
吧，我特别爱听你讲《水浒传》了！”我
抬头看了看您，您那么愉快，那么轻
松，从眉宇间露出心底的快乐来，我忐
忑不安地讲起了《水浒传》的故事。慢
慢地，我喜欢上了这个话题，滔滔不绝
地讲着，您笑了，
发自内心的笑。
是啊，
有您真好！
（指导教师：肖雪琼）

“两面派”老师
香报小记者 咸宁市实验小学 508 班 梅轩玮
“噔噔噔，噔噔噔……”一阵轻快
的脚步声传来，本来闹哄哄的教室瞬
间安静了下来，是谁这么有威慑力？
没错，
他就是我们的体育老师杨老师。
杨老师非常黑，最爱穿橙紫色相
间的衣服和黑色的裤子，当有阳光时
杨老师还会戴一顶黑色的鸭舌帽。
你别看杨老师很瘦，但他的力气
非常大。我们和他打球，从来抢不过
他。他一只手就可以把我们举过头

顶，简直是“大力水手”。杨老师非常
高，甚至进出教室都需要低着头。
杨老师生气时就像平静的火山爆
发，当他那锐利的眼睛扫视教室时，就
像一只老鹰在寻找草丛下的猎物一
样。当他的眼睛停在我身上时，
我仿佛
被插了两把刀，
不禁打了个寒颤。
杨老师虽然很严厉，但是有时也
很有趣。心情好时还会和我们做一
些有趣的互动，每当下雨了或者有特

殊情况时，杨老师就会给我们讲一些
他亲身经历的事情。他讲故事时动
作非常夸张，看吧，他的眼睛瞪得像
鸡蛋那么大，他的嘴巴快得像冲锋枪
在“嗒嗒嗒，嗒嗒嗒”地射击。他那深
情并茂的讲述让我们听得津津有味，
如痴如醉。
这就是我们既严厉，又有趣的“两
面派”老师，
我们十分喜欢他。
（指导老师：汪伶俐）

《许愿神龙》观后感
香报小记者 咸宁市实验小学 507 班 刘思宸
如果给你一个茶壶，里面住着一
条神龙，可以实现你三个愿望。你会
如何选择？
是选择金钱？权利？友情？生
命？丁思齐的第一个愿望是:功夫。
个人合法财产不可侵犯。丁思齐
在面对茶壶被抢时选择功夫，捍卫自
己的权利。
第二个愿望是:一天富豪弟子的
“装备”。
神龙觉得十分不可思议，用“傻白
甜”概括了男主人公（丁思齐）。男主放

弃了一夜暴富、一劳永逸的机会，他不
在乎，
不在乎是一天还是永远。他只在
乎一次机会，
一次与朋友相见的机会。
他可以为她（王丽娜）整个学期不
上学，
做兼职，
送外卖，
只为了可以混进
朋友的生日……他保存着和朋友的一
切——龙风筝、身高线。而他的朋友，
已经忘记他了，
甚至需要花时间才能认
出他。朋友面对高质量的生活，
并不能
真正的感受到开心和快乐，
但是她背负
着父亲的期望，正如她所说:“我的生活
能一眼望到尽头，
我努力成为大家想让

我成为的样子。
”最终王丽娜和丁思齐
告别了，
王丽娜选择了实际。
第三个愿望是:挽回王丽娜爸爸的
生命。
别人的生命和自己的金钱你选择
哪样？当然是生命，不管是别人的还
是自己的。
因为丁思齐的选择，神龙也从冰
冷转向温暖，从原来的一代帝王变成
了愿意为丁思齐付出的神龙。
所以，做人不要只沉迷于金钱，你
想想，
你理解做人的真谛了吗？

假文盲
香报小记者 咸宁市实验外国语学校 605 班 左沛雯
我在不开心的时候，通常会通过
看漫画调节情绪。因为漫画幽默风
趣，常常会把我逗得哈哈大笑，可是看
了《假文盲》这幅漫画后，我却怎么也
笑不起来了，甚至还陷入了沉思。
在这幅漫画中有四个身强力壮的
男子在“母婴候车处”等车，在栅栏外
却站着一对母子，那位看起来弱不禁
风的母亲眼睁睁地看着那本该属于
她等候的地方被占。她的眼睛里有
一丝期盼，但更多的是哀怨。而栅栏
里的四名男子呢？他们对那块牌子
熟视无睹。第一位男子穿着一件大
衣，看着前方，却对眼前的一切视而
不见；站在他身后的那位男子穿着大

棉袄，戴着一顶棉帽，半闭着眼睛，安
然自得；第三位男子戴着眼镜，穿着
皮鞋，文质彬彬的样子，一看就是一
个知识分子，他闭着眼睛，像是在思
考着什么；最旁边的一名男子戴着口
罩，明明看到了那对母子和牌子，却
丝毫没有要让位的意思。这四名男
子 是 不 识 字 么 ？ 我 想 应 该 不 会 吧！
现在基本上应该没有文盲了，那这一
个个衣冠整洁的叔叔为什么会对这
对母子视而不见呢？
他们是真正的文盲吗？这句话在
我心里不停地重复着。想了良久，我
终于知道了。他们不是文盲，是自私
自利。俗话说：
“以德为先”。可是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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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的自述

香报小记者 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 610 班 费卿
您的陪伴很甜，很暖，很悠然。我
不禁感叹：
“有您，真好！
”
是夜，月高挂于深黑的夜幕中，一
切陷入了沉睡。而尚且年幼的我却迟
迟不肯入睡，在您精心为我准备的摇
篮中哭闹，您听到声响后，轻轻抱起
我，哼着摇篮曲，哄我入睡。在摇篮曲
和您的陪伴中，我甜甜地进入梦乡，带
着浅浅的笑。
有您，真好！
皎洁的月光温柔的洒向大地，给
沉睡中的小树披上了轻薄的银纱，而
我却还在这作业的大山中寻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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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看似风光的人真的“以德为先”了
吗？答案是否定的。这些人只在乎自
己，却并不考虑其他人的感受，难道他
们就没有半点儿羞愧之心吗？这个社
会需要的不是表面的风光，需要的是
德，需要的是文明。如果人人都这样
自 私 自 利 的 话 ，那 么 社 会 还 会 进 步
吗？他们这样做无非就是能早一点上
车罢了，可他们丢掉的是文明和城市
的形象。
遵守道德，遵守公德，讲文明应该
从每个人做起，应该从身边的小事做
起，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家园更加
美好、和谐！我也衷心希望这个世界
能多一点文明和谦让。

香报小记者 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
512 班 许孜宸
我叫火星，
地球上的科学家们
一度认为若地球有一天不再适宜
人类居住，
可以搬到我这来生活。
我身上有许多有趣的事情，
就让我一一讲给你们听。
1、我和地球一样，也有年月
日。我的一天比地球的一天长
40 分钟，而且一个火星年有 22 个
月呢！
2、我也会“下雪”。只不过我
的雪花主要由二氧化碳构成，就
是那种直径只有 1 毫米的小干
冰，非常细小。
3、我比地球冷得多。冬天最
低温可达零下 140℃，比地球最
低温要低很多！
4、我身上的尘土可是不好惹
的！尘暴也是常临的侵略者，常
把我弄得筋疲力尽，还让我多了
一个称号“沙漠行星”。
5、我还有一顶冰帽子，叫极
地冰盖。由二氧化碳（固体）和少
量的固态水，液态水组成。
6、太 阳 系 中 最 巨 大 的 火 山
——奥林帕斯山就位于我的体
内。它可是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
峰的 3 倍高呢！
7、我有许多已干涸但足以证
明我曾有液态水的河道。科学家认
为我被小行星撞了以后，
温度升高，
生命在适宜的环境下出现并开始繁
衍。直到又有行星撞我，
我的环境
被破坏，
生命才消失，
并多年不返。
看了我的自述，是不是感觉
我比地球差不了多少呢？欢迎你
们到我这里来探索。
（指导老师：李洁）

看看，
秋的颜色
香报小记者 咸宁实验外国语校
510 班 林梓璇
看看，秋的颜色
小草穿上了金黄色的衣服
点点头，
是在和花儿说再见。
看看，秋的颜色
黄灿灿的菊花
抖抖花瓣，
是在和土壤告别。
一排排大雁与孩子告别，
撒下一片片依依不舍，
一阵阵秋风掠过草坪
送来一片片恋恋不舍。
看看，
走进秋
走进这春华秋实的大舞台，
你好好地去看看，
——秋的颜色。
秋的颜色
在每一朵凋谢的小花里，
在每一片金黄的落叶里，
在金黄色的田野里，
在丰满的果实里。
看看，
秋的颜色，
从远方匆匆地来，
向远方匆匆地去，
看看，
我们去看看秋的颜色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