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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读记

我的奇思妙想
沙洋县毛李镇中心小学五（2 ）班 涂欣雨

市实验小学五（6 ）班 李汪洋

世界名人培根说过：“史鉴使人
明智； 诗歌使人巧慧； 数学使人精
细；博物使人深沉；伦理之学使人庄
重；修辞与逻辑使人善辩。 ”这诸多
意思，可一言以蔽之：开卷有益。
然而， 名人口中的好些书是丝
毫也提不起我的兴致的。 平日里，除
了学习必读的书籍外， 我比较喜欢
读的就是一些故事性强的书、 科幻
书和漫画书。 也正因为如此，我有过
几次窃读的经历。
一日放学回家， 我快速地冲进
房间，放下书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
势从书桌底下抽出一本书， 揣在怀
里就钻进了厕所。 妈妈见状便问我：
“洋洋，这火急火燎的，你干嘛呢？ ”
我在关门的一瞬间 回 答 道 ：“上 厕
所，急！ ”一蹲到马桶上，我便优哉游
哉， 津津有味地看起手中的漫画书
来了。 五分钟过去了，妈妈见我没出
来， 就到厕所门口催促道：“怎么还
没有好，快点出来呀！ ”我为了能在

厕所里多看一会儿漫画书， 便撒谎
道：“妈妈，我肚子疼，想再多蹲一会
儿，您忙去吧，别管我了。 ”妈妈关切
地询问了一下我的状况后， 便没再
催我，忙自己的事情去了。
又是十几分钟过去了， 见我仍
没有从厕所里出来， 妈妈觉察出了
端倪， 便不动声色地拉开了厕所的
门。 当门被拉开的那一刻，原先还满
脸笑容的我立刻就僵住了。 还没等
我缓过神来， 妈妈已经一把抢过我
手中的漫画书， 不由分说地就把书
撕碎了。 我看得目瞪口呆，快速地收
拾好自己后， 就悻悻然地跟着妈妈
来到了客厅。
妈妈怒目圆睁地注视着我，像
燃起了熊熊烈火。 我被盯得浑身不
自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妈妈十
分严厉地对我说：“你成天惦记着看
漫画书， 那除了能让你嘻嘻哈哈地
一顿傻笑，对你还能有什么帮助？ ”
我不服气地说：“那是在让我放松，

帮我缓解辛苦学习产生的压力。 ”妈
妈也不甘示弱地说：“你这压力缓解
得倒是好， 竟然能为了多偷看一会
儿漫画书而撒谎， 你觉得这样做对
“那还不是因为您不让我看，我
吗？ ”
才那样的。 ”妈妈沉默了片刻后，心
平气和地对我说：“我不过是想让你
多读一些更加有益的书。 希望你能
开阔视野，充实头脑，增长才干，提
高素养。 而且，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对
妈妈撒谎呀！ ”妈妈的这番话，让我
羞愧地低下了头。
诚然，妈妈的“漫画书无用论”
我并不完全认同， 但是为了看漫画
书而说谎确实是不应该。 以后的我，
定然也会好读书，读好书。
别林斯基曾说：“好的书籍是最
贵重的珍宝。 ”博览好的书籍，就等
于拥有了智慧的钥匙， 拥有了天下
最大的财富，可以终身受用。
（指导老师：范平）

我的家乡在风景秀丽的毛李镇， 这里盛产
荸荠。 这是一种生长在泥土里的果实，圆形的，
外皮紫檀色，肉白色，吃起来清甜可口，深受很
多人的喜爱。
每年冬天，就是收荸荠的季节。 勤劳的人们
扛着铁锹，忍着刺骨的寒冷，在地里用铁锹一锹
一锹地挖着， 一个一个地搜寻着， 一个半天下
来，最多能挖四五平方米的田地。
随着荸荠市场需求量的增大， 家乡的人们
种植荸荠的田地面积也越来越大， 挖荸荠也成
了一个最耗时的农活。 有时，一家老少齐上阵，
似乎都还嫌人手不够， 往往来收购荸荠的人只
好把车开到田埂上等着。
我亲眼见过农民收荸荠的过程， 也曾自己
下田动手挖过， 那确实是一个不简单的收获过
程。 我想，稻子、小麦种植收割都已经实现了机
械化，为什么荸荠收获还这么辛苦呢？ 如果能发
明一种机器，既能收荸荠，同时也能耕田，那该
多好！ 于是我就想：这种机器前面有一排像手一
样的小铲子，小铲子上装有感应器。 机器在往前
耕地的时候，铲子碰到荸荠就会自动卷起来，把
荸荠送到预制的箱子里。 如果碰不到就继续往
前耕地。 这样，既耕了田又收获了荸荠，而且节
省了大量的劳力。 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好主意。 那
么，给机器取个什么名呢？ 干脆就叫——
—荸荠收
获机。
（指导老师：吴明金）

我是一棵松
金东方培训学校六年级 金香琳

我想
德艺学校南校区六（1 ）班 何沈一

我想让脚丫变成树根
伸进湿软的泥土里
吸取甜美的营养
吸呀——
—吸
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我也想变成轮船上的桅杆
随着轮船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远行

看大海的美丽
看啊——
—看
轮船是我旅行的工具
我还想变成火车的车头
拉着车身在轨道上奔驰
每到一站就
“
呜—呜—”地唱一首小曲
唱啊——
—唱

带着满怀的好心情去各地旅游
我更想变成大草原上的一株小草
远离城市的喧闹
与动物们一起欢笑
笑啊——
—笑
世界也在变得美好
（指导老师：黄玲莉）

我变了
沙洋县汉上实验小学五（1 ）班 赵张翔

俗话说“万事随爱生长”， 我觉
得， 一切事物都在变化， 我也不例
外。 我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家庭中，从
我呱呱落地的那一天开始，我开始了
“成长”，也开始了
“变化”。
从小时无恶不做的我，到长大后
懂事的我， 经历了许多快乐和悲伤。
但是，每一件事都在证明：我在长大，
我在变化。 虽说长大后的我还是马马

虎虎，但是，我会自己生活了，可以自
己整理床单了， 可以自己洗澡了，可
以自己思考并独立解决问题了。 没有
人的成长是一成不变的，只有变化得
多少、快慢的问题。 我对自己的变化
过程是那样的好奇，经过询问，我从
爸爸那得到了答案，因为爸爸给我讲
了一个小故事。 小时候，我吃棉花糖，
吃完后，我还想吃，结果差一点把爷

爷晒的棉花吞下去了。 听完之后，我
立马捧腹大笑。 再想一想现在的我，
真觉得自己在不断地变化，这是因为
我长大了，懂事了，知道什么是好，什
么是坏了，所以，我才不会发生像从
前一样把棉花当棉花糖一样的事了。
这就是我，不断在变化的我。
（指导老师：龙金芳）

我是一棵高大挺拔的松树， 站在绿油油的
山坡上。
当朝霞映在我身上时，新的一天开始了。 在
我的脚下是一片草地，清新的绿色绿得耀眼，绿
得透明。 几朵粉红色的小野花点缀其中，像是一
张绿毯绣上了精致的小花。
阳光照耀大地，小动物们可欢腾了，我低头
俯视着他们。 小兔子在草丛里捉迷藏，左蹦蹦右
跳跳；小熊在树荫下嬉戏，时不时打个滚；刚出
生不久的小羊羔惬意地晒着太阳。 最可爱的还
是那些小松鼠， 在我身上做了窝， 每天上蹿下
跳，毛茸茸的大尾巴挠得我直痒痒，可漂亮了呢!
当月光照在我身上时，世界安静了。 只有几
只鸟儿还在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像一首催眠曲，
大地进入了安详的睡梦中，我也睡了……
我抬起头，望着天，灰蒙蒙的，雨来了。 雨声
里，每一块岩石，每一丛绿草，每一片树叶，都变
成了奇妙无比的琴键。 飘飘洒洒的雨丝是无数
轻捷柔软的手指， 弹奏出一首又一首优雅的小
曲。 我聆听着、观望着、感受着……
雨中的颜色很多，每一种都让我陶醉。
更多的时候还是晴天。 太阳当空照，使万物
充满生机，我抖抖身子，沐浴着阳光。 一只鸟儿
飞过，虫子也兴奋起来，比赛似的振着翅膀，蜜
蜂采蜜，蝴蝶授粉，万物苏醒，真是个好日子。
我们张开双臂，屹立在天地间，尽情享受天
地给予我们的恩泽。
（指导老师：杜宝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