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乐学·小荷

2011年3月22日 星期二 编辑：王伟凯 美编/组版：孙雪娇 C19今日烟台

人类进步的必需品
烟台一中初二年级二班 颜廷予

当您在报纸或互联网上见到

“×××研制成功，这是人类历史

上第一个×××，它开创了××

×的先河”时，您是否感觉到了人

类的进步；当您见到“×地发生打

砸抢事件”时，您是否感到愤怒和

自己的生命越发的脆弱。其实，使

您的心情由晴转大雨的原因只有

一个——— 人类的文明程度。

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努力

追求着文明社会。这是因为文

明的社会可以推进民族的复
兴，国家的发展和世界的进步。

当一个工厂的管理方式太过严

厉、无视文明存在的时候，工厂

中的工人就会感到十分的乏

味，也就没有了开发新产品的

信心了。没有了干好本职工作
的动力，整天无所事事，极其严

重的危害了工厂的效益以及国

家的利益，不可能使国家富强

起来，更不可能推动世界的进

步。相反，如果公司的管理方式

好，那就会出现一个天天兴高
采烈上班的人，说着：“太好

了，太好了，又可以上班了，我

好快乐啊！”再加上公司文明科
学健康向上的管理制度，那么

这种不畏劳苦的“大无畏”精神

就会感染整个公司。这样才能

推动公司的发展，推动行业的

发展，从而进一步推动世界经
济的发展，让人类社会不断进

步。

既然文明可以推动经济的

发展，那他一定可以使人们生

活得更好。有人可能会问：“现
在是物质文明社会，人们物质

丰富就好，可文明是非物质的

东西啊，它怎么能让人生活得

更好呢？”对此，我很充足的理

由来反驳你：一句普通的谢谢，

可能会让在寒冬中快要死去的

人能够感受到死亡前最后一丝

温暖；让一个失去父母而良心

未泯的坏孩子改邪归正；让一

个A级通缉犯去投案自首。可
见，文明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

中国一向被称为礼仪之邦，

在文明方面有许多造诣，可是现
在的人们在流行和传统之间无

法选择。一面是“新潮”，一面是

孔夫子教导我们的“君子”与礼。

我们该何去何从。在本人看来，

孔夫子的“君子”和礼的观念是

很有用的。

我们是新世纪的青少年，

我们已经深深地认识到了文明

的重要性，我们一定会讲文明，

树新风。文明是人类进步的必

需品，我们已经牢牢的把这句
话记在了心里，我们一定会积

极进取，为国家和世界的进步

做出贡献！

文明——— 人类进步的必需品。

拥抱希望
——— 读《鲁滨孙漂流记》有感
烟台市实验中学尚美文学社 姚晓丹 指导教师 赵东晟

希望，一个多么温暖的词

啊！美国诗人狄金森在《希望》

一诗中写道：希望是个有羽毛

的东西/它栖息在灵魂里/唱

没有歌词的歌曲/永远/不会

停息/在暴风中/听来/最美/

令人痛心的是/这样的风暴/

它甚至能窘困/那温暖着多少

人的小鸟/……

我喜欢读《鲁滨孙漂流

记》，不是因为他生活的惊险
刺激，我是个女孩，我还不能

想象如果真的置身于那样的

境地里，会不会痛苦地失去活

下去的勇气。而这部著作打动

我的，正式栖息在鲁滨孙灵魂

里的希望。

我想，这有羽毛的温暖

人的＂小鸟＂——— 希望，一
定住在鲁滨孙的灵魂里，那

样可怕的荒岛都没有困住
他 .身处绝境，他首先想到的

是怎样活下去，他是不幸的，

他又是幸运的，因为他紧紧

地拥抱着希望。正如他所说：

在最不幸的处境中，我们也
可以把好处和坏处对照起来

看，从而找到聊以自慰的事
情，认真生活。

他意识到，虽然自己身处
荒岛，与人类隔绝，饱受孤独，

但是能够活着，独免一死；身在

热带，身边没有野兽；还有吃

的，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从
而鼓起生活的勇气，一心一意
的安排自己的生活。

我想到了邻居阿姨，我一
直以为她是个不幸的人，突如

其来的车祸夺去了她那美丽

的双腿，我不理解她每天如花

的笑脸。

现在我明白了，她的心

中同样住着希望：虽然她行

动不便，可那个叔叔很疼爱

她；周围的人那么怜惜她；女

儿已经上学，能帮妈妈做家

务，人见人夸。她不依然是个
幸福的人吗？孩子渐渐长大，

日子越来越好，这么美好的
希望陪伴着她，难怪她要笑

着生活了！

小铃铛姐姐说过：“当你

的四周一片黑暗时，你的心就
是自己的明灯。”是啊，鲁滨孙

的四周一片黑暗时，他的充满

希望的心，不就是照亮前进的
一盏不灭的灯吗？当邻居阿姨
遇到困难的时候，她的充满希
望的心，不也是自己的一盏不
灭的灯吗？我希望读过《鲁滨

孙漂流记》的人，都能从他那

二十多年孤独苦难的生活中，

看 到 闪 着 金 色 翅 膀 的 小

鸟——— 希望，并拥有它！

我的故乡
惠安小学四年级四班 高振峰 指导教师 刘晓平

我的故乡烟台是个多姿多

彩的世界，很美丽，下面我来为
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南山公园是一个许多小朋

友爱去的“大花园”。春天，小草
露出了头，花儿直起了腰，好像
警察叔叔在站岗。夏天的时候，

花朵争奇斗艳，好像在“比美”

似的，绿色已经染绿了大地，这

全部是小草的功劳。动物们也
“起了床”，说：“啊，这一个冬天

终于过去了。”夏天的公园像一

个动物和人类的“天堂”。秋天

的时候，小动物们很“不高兴”，

因为他们要匆匆忙忙地储藏那

些可口的食物过冬。冬天的南

山公园像一个片寂静的树林一

样，黑熊冬眠了，松鼠也已经冬

眠了。

烟台的高楼大厦，一座座
拔地而起，各不相连，春天的时

候他像一个巨人一样慢慢地苏

醒过来，伸了个懒腰。夏天的时

候，他危峰兀立、直插云霄，像
一把尖刀一样，让人看到了一

种安全感，以为什么东西来，它

都能“保护”我们。冬天，他像一

个傲雪而立、不畏惧风雪的中

国人一样，挡在风雪面前。

在烟台最出名的是栖霞
苹果、莱阳梨，还有那既可口
的大樱桃。春天农民伯伯开始

辛辛苦苦地种树，浇水、施

肥……等到夏天农民伯伯看
着又大又紫的樱桃心里想吃

了蜜一样甜，高兴极了，便说：

“今年的努力没有白费，又是

一个丰收年。”

烟台最出名的是海底世

界，走进去，你会感到像黑了天

一样，但是你往里面走，就会感

到一丝明亮，因为你一会就能

看见灯，那美人鱼随着音乐翩

翩起舞，灯光也随着忽亮忽暗，

让人感觉是那么优美。接下来

是鲨鱼、乌贼、还有那让人搞笑

的海狮……

我喜欢我的故乡，因为我
的故乡既美丽又富饶，每一次
用心看她，都会发现她与众不

同的美，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你——— 烟台。

我今天读完了中国四大

名著之一《三国演义》，思绪久

久不能从名著的精彩中收回。

这本书写得太吸引我了，尽管

我还不能完全读懂其中的真

正含义，而且很多字要靠查字
典才能认识，但通过爸爸的讲

解还是了解了一些。此书从桃

园结义开始，围绕刘备、关羽、

张飞三个主人公引申开来，三

人从居无定所到建立蜀国的
过程，充分显现了“仁、忠、勇”

三种典型人物性格；曹操的
“宁让我负天下人，勿让天下
人负我”的话，刻画出了为人

奸诈的性格，所以现在戏剧中

的人物脸谱把曹操都画成“奸

白脸”，还是很有一定的道理

的;周瑜是小肚鸡肠、嫉贤妒能

的代表;诸葛亮则是“智慧”的
代名词，尽管书中描写了不少

有才之士，但和诸葛亮比起
来，都差了一节，就连统帅大
军的司马懿不是也让诸葛亮

的空城计吓跑了吗？

其实，在这些众多的人物

中我最喜欢关羽，他有很多

优点：1、对主人忠诚，不为金

钱美女所动。曾经在曹营12

年，曹操对他相当优厚，上马

一蹬金，下马一蹬银，三日一

小宴，五日一大宴，不仅封侯

赠袍，还送了许多美女陪伴

左右，但他最后不为所动，一

有刘备的消息，马上挂印封

金，千里寻兄。2、不畏艰险，

勇往直前。在寻兄的过程中，

凭借一人之力，过五关斩六

将，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回

到刘备身边，用实际行动实

现了自己当初的誓言。3、知

恩图报，常怀感恩之心。火

烧赤壁时，曹操带着十几个

残兵败将败走华容道，被关

羽截住，但顾念曹操曾经有
恩于己，于是冒着被杀头的

危险放走了他。他的这些故

事被广泛流传，至今仍

经久不息。

喜欢书中的人物，更

喜欢这本书，以后我还

要再重读这本书。

读《三国演义》有感
惠安小学四年级四班 邢煜 指导教师 刘晓平

眼疾脑快
南通路小学五年级四班 杨芷晴

一说起阅读，大家一定不陌

生吧！但“快速阅读”这个新字眼
又有多少人能理解呢？又有多少

人亲身实践过呢？如果没有，那

就听听我的亲身实践吧！

“快速阅读”跟一般的阅读

可不同，所以‘第一次实践之

前，我心里紧张的就像参加100

米冲刺短跑的运动员，随时等
候那声“砰”的枪响。

我要读第一篇文章了，刚

一看文章，我就傻了眼，你猜怎

么着？原来这篇文章全是密密

麻麻的英文，我的妈呀！我虽然

学了五年的英语，但还是头一

回见着这么长的文章。等看完

了要求，才知道原来是虚惊一

场，它只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

找出文中共有几个“said”。

“1，2，3……”我在心里默

数着，挂表的秒针在“滴答滴
答”的响着，此时听起来格外的
清脆。兴许是太紧张了，上面的
一段我几乎一个字母都没看
清。这下，我可真是热锅上的蚂

蚁似的急的团团转了。

心里一直想着：万一上面的

一段有‘said’怎么办？我是不是再

往上看看呢，如果再看的话，肯定

会耽误不少时间的，算了，还是不

管三七二十一，继续看下去吧！

于是，我的眼睛就如同探

照灯似的在文中搜索着目

标……这一次，我整整用了40

秒的时间才找到了4个“said”。

虽然这次的成绩不怎么样，但

我毕竟还是尽力了呀，所以我

自我感觉还是蛮好的。

接下来，第二篇文章叫《值

日爸爸》，刚一开始，我就把眼
光死死地盯牢在文章的字里行

间。那些有趣的故事情节更是

吸引着我的眼球飞快的向下移

动。这一次，我只用了35秒的时

间就读完了这篇有趣的文章。

通过这次“快速阅读”的实

践，使我感到“快速阅读”的关

键是文中的关键词、句。不仅要

做到“眼疾”，还要做到“脑快”。

这样读文章才有效率，我还是

需要多多参加这类锻炼。

你呢，也想试试吗？

团结的小蚂蚁
莱阳市实验小学五年级五班

王禹霖 指导教师 孙彦华

以前，我很瞧不起蚂蚁。

因为它们身材渺小，常常不以
为然地把它们踩死，可是今天
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对蚂蚁肃
然起敬。

“啊！小蚂蚁快被咬死
了！”

这是哪儿传来的声音？我
闻声来到土堆旁，看到弟弟正
趴在土堆旁聚精会神地看着
什么，我也凑过去。

只见一只身体庞大的虫
子正在撕咬着一只小蚂蚁。小
蚂蚁拼命反抗着，但是徒劳无
功，眼看着生死已定。可是，接
下 来 发 生 的 事 让 我 震 惊
了——— 旁边的几只工蚁觉察
到情况，马上赶过来帮忙。大
虫子一摆头，好像在说：“哼！

几个不知死活的蚂蚁，要跟我
作对简直就是自找死路！”

可是，那小小的蚂蚁并不
畏惧，一起向大虫子发起攻
击。不一会儿工夫，蚂蚁越来
越多，围着大虫子团团转，有
的撕，有的咬，有的爬到它身
上去。再看大虫子，不像刚才
那么神气活现了。它痛苦地扭
动着身体想摆脱小蚂蚁的撕
咬。很多小蚂蚁从它身上跌落
下来，爬起来，再进攻。

一分钟，二分钟……时间
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小小的蚂
蚁始终没有放弃。看似强大的
大虫子终于一动不动，再也无
力反抗。

弟弟还在欢呼，我却愣
住了：小小的蚂蚁为什么能
战胜比自己大几倍的虫子
呢？难道蚂蚁也懂得团结起
来力量大吗？

可是，很多比蚂蚁聪明得
多的人类，却不懂得团结。当
看到老弱病残需要帮助时，有
的人会视而不见漠不关心；当
看到一点利益可以独享时，有
的人会想方设法据为己有；当
发现无法占有时，就拿起了战
争的武器……战争中，人与人
之间永远在互相伤害。

如果有一台可以把人变
成蚂蚁的机器，我一定要把所
有不团结的人变成蚂蚁，让他
们向蚂蚁学习。

小小的蚂蚁都能做到
团结互助，难道我们还不如
蚂蚁么？如果人类不再团
结，就必将走上一条死亡之
路。让我们每个人团结起
来，不要再被战争俘虏！有
了团结，就没有了战争，没
有了战争，就没有了伤害，

愿我们身边永远和平！

小荷版投稿邮箱：

qlwbxh@126 .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