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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构建心灵的城堡》
有感
云阳学校五（六）班 刘牧宸

读了《构建心灵的城堡》，我深受
感动，这种心情久久不能平息。有一个
叫宾德斯顿的 17岁少年，他的梦想是
亲手建造一座美丽的城堡，可上帝如同
在与他开玩笑，让他遭遇车祸致残，梦
想如同远隔云端。当他在医院疗养时，
每每想起曾经远大的志向，便又激起自
己不服输的个性。于是，他决定无论有
多艰难，都要把城堡建起来。

对于一个残疾人而言，建一座城
堡这样浩大的工程简直就是神话！医
生说，宾德斯顿不能抬10磅以上的东
西，他就 10磅 10磅地努力。想一想，
一座城堡是10的多少倍啊？10磅对于
一座城堡而言，简直是九牛一毛。他
在艰难中学习，积累起知识，一点一
点地向着自己梦想的城堡走去……经
过一番努力，宾德斯顿终于建成了城
堡，前后总共花了10年的时间，工作
量达 80000小时。曾经，他是一个备
受轻视的残疾人，可现在，他如同一
只傲立在群鸟之间的丹顶鹤，受到人
们的敬佩和仰慕。

宾德斯顿锲而不舍的精神，对梦
想的追求，积极向上的品质深深感染
着我，激励着我。在我的生活中，也
经常发生类似的事。比如，我语文月
考只考了 78.5分，这个分数给了我当
头一棒，但当我想起宾德斯顿的城
堡，便告诉自己只要经过不懈努力，
不断修正自己语文学习中的缺点和不
足，就能够取得好的成绩。终于，在
这次期中考试中，我的语文试卷取得
了95分的好成绩。

老子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
九层之台，起于垒土。”有了梦想就要
行动！我们要像宾德斯顿一样，坚持
不懈地为梦想添上一砖一石，不管遇
到什么样的艰难坎坷，只要心灵城堡

不坍塌，就一定能建成生命中最华丽
的“殿堂”。

（指导老师：符红芬）

围棋·老路·爷爷
华南实验学校六（5）班 陈泓睿

当第一片落叶从微黄的枝头飘
落，天空变得高远。那股夹杂着甜味的
思绪，便会涌上心头，牵出那一抹淡淡
的回忆……

爷爷送我去上围棋课，他一路上笑
眯眯的，眼睛变成了一条缝，一双粗糙
的大手搭在我的肩头。银杏树有力地
站在路旁，树叶遮挡着阳光，树上的鸟
儿吹奏出了交响曲，欢迎着我和爷爷。
风儿来了，卷起了几片叶子落在我们祖
孙俩的头上。宁静的午后真美好！

时钟一圈圈地转着，我会下围棋，
爷爷也会下，所以我一闲下来就会和爷
爷对弈。他总是捧一杯茶放在一边，边
喝茶边下棋，仿佛沉浸在了那361格的
围棋世界当中。不论怎样，我总是输，
一拳头落到桌子上说：“不下了。”爷爷
笑笑，眼睛又眯成了一条缝，说：“胜败
乃兵家常事。”直到有一天，爷爷下棋前
喝了酒，脑子没完全清醒，棋是我胜了，
爷爷笑得眯了眼，说：“不错。”

后来爷爷病了，病得很重，临走前
见到我，费劲地露出一丝微笑，拼尽最
后一丝力气说：“记住……胜败……乃
……兵家常事。”我拉着爷爷地手使劲
点头。月儿幽幽，风儿愁愁，今夜我无
法入睡，倚窗而立，倾听窗外风摇树叶，
细雨淅淅沥沥，我的泪悄然滑落……

几年后，我的围棋已经“壹级”了，
准备考段。那天我输得很惨，六盘棋只
胜了一盘，心情十分低落。一想到身边
再也没有爷爷陪我下棋的身影，我更伤
心了。一个想要放弃的念头在心中萌
生。

走过那条老路，两边的银杏树已显
得十分憔悴，斑驳的树皮好像包在树干
上一样，枝条非常弯曲，仿佛是一位驼
着背的老人。一阵风吹过来，树叶飘落
下来，没了依靠，愈吹愈远。

我捡起一片银杏叶，那绚烂的金
色，映满我的双眸。我抬头看见，一颗
老银杏树边有一颗小银杏树，它拉直身
躯，努力向上伸展枝条。老银杏树的枝
叶“沙沙”作响，似乎在鼓励它。我仿佛
看到爷爷那慈祥的双眼，想起了他常说
的话“胜败乃兵家常事”。我顿悟了：胜
与败是常有的，主要靠心态，不能老是
依靠别人。从此，我常跟自己下棋，用
了这个方法，取得了“三段”的好成
绩。

念老路，忆爷爷。团团思念化为千
言万语，送到爷爷的耳畔……

（指导老师：汤国荣）

宿舍“历险”记
荆林黄荻小学六年级 谢东霞

俗话说“无风不起浪”，今天是我们入
住少阳的第一天，但就在这第一天，宿舍里
便掀起了一阵“狂风”。

我们都是第一次在宿舍里睡觉，每个
人都倍感新鲜，虽然睡觉铃声已响过，但大
家还是睡意全无，激动地在床上翻来覆
去。特别是束梦洁和周小雪，还要过分，竟
然爬到潘妍的床上玩。最后我也耐不住寂
寞，索性和她们一起爬到了别人的床上。
在潘妍的床上，周小雪和束梦洁轮流给我
们讲鬼故事。当讲到“娃娃把女孩杀死了
……”的时候，灯突然“啪”一下关了。整个
宿舍里黑漆漆一片。“周小雪，我好害怕啊，
早知道就不讲鬼故事了。”“主讲人”之一的
束梦洁居然自己都心有余悸了。“束梦洁
——我要杀了你——”黑暗中传出周小雪
那模仿的鬼音，飘忽忽的，好凄厉！忽然，
远处传来一阵脚步声。难道是老师来了？
我们立刻屏住呼吸，宿舍里顿时鸦雀无声，
一片寂静。我竖起耳朵听了半天，一点动
静都没有。潘妍建议我和她去门口探望一
下。于是，我和潘妍鬼鬼祟祟地走到宿舍
门口，刚要开门看一下时，门却突然自己打
开了！完了，老师来了！好尴尬啊！我和
潘妍站在门口，不知道是一直站着，还是回
到各自的床上。“还不快回去睡觉！我看你
们‘文明宿舍’的牌子不想要了！”老师严肃
地训斥着。

这阵“狂风”够“狂”吧？不过，这又何
尝不是我们在少阳的幸福回忆呢？

（指导老师：王国富）

感冒缠身真难受
实验小学三（8）班 王嘉美

那天上午，我们三年级家长会半日开
放活动。早晨去学校上学，我很开心，因为
有家长陪着我们一起上课，这种机会真是
很难得。课堂上老师们认真讲解，同学们
踊跃发言，家长们热烈鼓掌。我更是激情
高昂，频频举手，一心想在家长们面前好好
表现一番……到了下午，我的头隐隐作痛，
喉咙不知怎么的，就像有一团棉花堵在里
面，口水怎么也咽不下，难受极了。我用纸
巾把鼻孔捂住，用力地把鼻涕挤出来，鼻涕
是黏稠的，看来我是感冒了。

放学回到家后，我感觉头越来越痛，快
要炸裂似的。我有气无力地瘫躺在床上，
翻来覆去，身子怎么摆放都不舒服。不一
会儿，我感觉面颊热乎乎火辣辣的，温度高
得就像火炉一样。我硬撑着拿过桌上的镜
子照了照，发现自己的脸红彤彤的，简直就
是一个熟透了的红苹果。

妈妈唤我吃晚饭了。我艰难地从床
上爬了下来，直起身子，竟发现双脚打颤，
整个人头重脚轻，晃晃悠悠，站都站不稳，
只能软塌塌地靠着墙。

在医院打点滴的时候，看着那一粒一
粒往下滴的水珠子，我若有所思：平时要多
锻炼身体，强壮体质；另外不能挑食，要多
吃新鲜蔬菜，还要勤洗手，讲卫生，疾病当
以预防为主。 （指导老师：吴建方）

让我敬佩的人
访仙中心小学六（3）班 刘雨彤

在我六年的小学生涯里，遇见了好几
位令我敬佩的老师，其中一位就是教我五
年级的语文老师——周老师。她个子高
高的，白里透红的脸蛋上有一双水灵灵的
大眼睛，显得很秀气。

周老师对工作认真负责。记得有一
天，天气很冷。她的喉咙疼得连水都喝不
下，但还是坚持给我们上语文课。她竭尽
全力地用最高的音量说话，生怕我们听不
清楚。

课上，有人担心地问：“周老师，您没事
吧！”“没事。”周老师用柔弱的声音回答
道。虽然说没事，但是我们个个心里忐忑
不安。

很快，下课铃响了。那节课我们听得
可真认真哪！

周老师也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师。
课间，她就像我们的大姐姐一样，喜欢和我
们嘻嘻哈哈地谈笑风生。不管哪个同学去
问她问题，她都会不厌其烦地给那位同学
讲解。当我们犯错误的时候，她从来不会
疾言厉色地对我们大喊大叫，也从不会吓
唬我们，而是耐心地给我们讲道理，讲得我
们心服口服。

你看，周老师是多好的老师啊！我怎
么能不敬佩她呢？ （指导老师：孙玮华） 污渍大作战

吴塘实验学校五（3）班 杨利均

“教室实在太脏了，明天大扫除——擦
地！”乔老师大声宣布。我仔细看了看教室
地面，简直就像是一个黑暗的世界嘛。看着
地面这些脏兮兮的污渍，简直就是一个个顽
固不化的“敌人”。我暗下决心一定带上秘
密工具：神奇海绵擦、抹布、钢丝球，将这些

“敌人”全部打败。
大扫除开始了。地实在是太脏了，我使

上了吃奶的劲，拿着抹布使劲地擦、擦、擦
……可是地面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我又
用上了钢丝球，依然消灭不了多少，反而将
我的手弄破了。看着旁边的小明，见他左手
一块抹布，右边一个神奇海绵擦，擦得满头
大。可不能落在他后头，气喘吁吁的我立刻
又投入到战斗中去了……好不容易，“战斗”
结束了。刚休息了一会儿，“敌人”又出现
了：有的同学从我的地盘经过，不小心踩上
几脚，一下子又变脏了……随着乔老师宣布
大扫除结束，战事才算告一段落。我叹了一
口气，可真累呀了。不过，教室干净了，敞亮
了，人也舒服了。 (指导老师：李欣）

石榴
丹凤实验小学三（1）班 王一君

今天，妈妈带我去超市买水果。超市
里的水果真多啊！有红彤彤的苹果、黄澄澄
的芒果、绿油油的西瓜，最吸引我的却是石
榴。我嚷嚷着让妈妈买几个石榴带回家吃，
妈妈爽快地答应了。

一到家，我就端详起这个石榴来。它的
个头可真大呀，一只手都抓不住。它穿着一
件黄中带红的外衣，头顶一个五角的小皇
冠，看起来漂亮极了。这时，我迫不及待地
拿出水果刀先把它两端的皮切掉，然后再把
剩余的皮按橘子瓣儿的形状划出痕迹，最后
剥开，只见玛瑙般的籽儿紧紧地依偎在一
起，红白相间，晶莹剔透。我忍不住取出几
粒放入口中咀嚼，就好像嘴里有无数小泡泡
在“砰砰”爆炸似的，当甜汁流进我的喉咙
时，顿感清爽无比。原来石榴这么好吃！

我把石榴掰成一块块的，把籽儿轻轻地
从瓤里取下来放入小碗中。不一会儿，小碗
被装得满满的。我一边玩一边抓起几粒石
榴籽儿放入口中细细品尝着，等我回过神
来，一碗石榴籽儿居然都被我吃光了。

我太喜欢吃石榴了！
(指导老师：潘立华)

我家的花园
麦溪中心小学五（2）班 赵梦姣

世界上有很多看花赏花的地方，而我
家就有这么一个甜蜜温馨的花园。

妈妈喜欢花。刚巧，我家就有一个大
院子。院子里有一片土地，很适合种一些
花。所以，妈妈常常翻地、种植，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不知不觉种了好多花。妈妈把
大院子变成了美丽、清新的大花园！里面
有多肉、海棠、绿萝、吊兰、紫罗兰……不同
的季节开着不同的花，现在是秋季，菊花开
始开放了，黄色的，紫色的，白色的，伴着卷
曲的花瓣，色彩缤纷。

这么多花，自然少不了几个小朋友，蜜
蜂、蝴蝶，还有小狗……有一次，家里的小
狗毛毛躁躁的，在院子里跑来跑去，一不小
心打破了一盆妈妈最喜欢的花——蝴蝶
兰。妈妈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小狗被臭打
了一顿。从此以后，小狗就不敢乱闯花园
了。

我家的花园不仅营造了美丽，也营造
了舒适。 （指导老师：袁炳清）

叶的赞歌
埤城中心校五（3）班 李鑫悦

叶子摇动着浓浓的秋，
飘入水中，
载着蚂蚁去远航；
融入泥土，
护着草木更好地生长。
我钟情于秋，
只为这无私的叶子。

（指导老师：束锃龙）

第一次煎鸡蛋
正则小学二（8）班 赵飞程

我最爱吃爸爸煎的鸡蛋。看他煎了
好多次，觉得挺简单，总想自己试一试。
可爸爸就是不让，说我还小。

这个星期天，爸爸又说要给我煎蛋
吃。我央求爸爸：“爸爸，你可以让我煎鸡
蛋吗？我自己会！”原以为爸爸又要拒绝
我，没想到，爸爸这次爽快答应“可以！”我
心里好激动，终于可以大显身手了！

开始工作了！我先在碗里打一个蛋，
再切葱加进碗里，倒上一点油，撒上一点
盐，准备完毕。我小心翼翼打开煤气，调
成小火，放上锅。待锅里的水烧干，我往
锅里倒一点油，等油热了，就要开始煎
了。鸡蛋刚下锅时，上面浮着一层蛋液，
需要用铲子往旁边撸，等鸡蛋结面，又要
赶紧翻身，翻两下，鸡蛋就熟了。

我吃着自己煎的鸡蛋，特别香，心想：
有了这次成功，爸爸下次可以放手让我做
更多的事了。下次，我要发明“鸡蛋披
萨”，不信，你就等着吧！

假 如
新区实验小学三（9）班 徐歆然

假如我有一枝
马良的神笔
我要给那些失明的人
画许多明亮的眼睛
让他们看看美好的世界
不会单独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
什么都看不到

假如我有一枝
马良的神笔
我一定给灾区的小朋友
画一座座美丽的学校
让他们开开心心地去读书
他们再也不会失去读书学习的机会

假如我有一枝
马良的神笔
我要给饥饿的人
画许多粮食
他们再也不用忍受饥饿

假如我有一枝
马良的神笔
……

（指导老师：赵玉琴）

小龙虾的诱惑
蒋墅中心小学六（2）班 殷姿

俗话说：“天大地大，吃饭最大。”我相
信爱吃美食的人绝对不止我一个，有人爱
吃北京烤鸭，有人爱吃羊肉泡馍，有人爱吃
过桥米线……但是，这些都不是我的菜，我
的最爱是麻辣小龙虾！

暑假的时候，老爸带我们去吃小龙虾，
我们开心得一蹦三尺高。到了小龙虾店，
爸爸装得跟个“大佬”似的看起了菜单。我
悄悄走到爸爸旁边，瞄到菜单上写着油炸
虾尾，我想想都流口水。哈哈哈，如我所
愿，老爸正好点了那道菜耶，搞得我都有点
心花怒放啦！

不一会儿，我钟情的菜到了。这虾尾
的颜色通红，实在是太诱人啊！虾尾上撒
了熟的白芝麻和黑胡椒，边上摆了几根绿
色的香菜点缀，像大师的画一般。我等不
及夹起一个又肥又嫩的虾尾，立马咬了一
口。“哎呀！我的亲娘啊！这也太烫了！”说
完我连喝了几口水，又夹起一个吹了吹，咬
了一口。嗯，太香了，又香又辣，又麻又
嫩。

我一口一口地吃着，服务员又端来一
盘虾，这盘虾的名字叫龙虾大杂烩。龙虾
全部被摆在了一起，摆成一个圆形，中间倒
了点酱。我夹了一只大龙虾，先剥开它的
头，用特制的小勺子把虾黄挖出来尝了
尝。妈妈咪呀，这虾黄又嫩又香，一点儿也
不腻。接着剥开着尾巴那里的壳，蘸了蘸
酱，仔细品尝。嗯，这酱又酸又甜，和龙虾
配合起来简直是天生一对儿啊！我剥了一
个又一个。不一会，无数小龙虾全都入了
我的虎口……这美味的小龙虾晚餐我永
远都不会忘记，因为太美味了！

（指导教师：姜玉花）

我最喜欢的小狗“花花”
界牌中心小学五（12）班 祝梓衿

外婆家有一只小狗，是从奶奶家抱回来
的。

刚抱回来时，我们把稻草揉软了铺在纸
箱里，小心翼翼地把小狗抱进去，就算是它的

“家”了。
我仔细地打量着这只小狗，呵！长得真

漂亮：它个子小小的，但是浑身肉嘟嘟的，浅
褐色的皮毛中夹杂着些雪白的条纹，颜色搭
配得协调极了！小脑袋上三角形的耳朵耷拉
着。一双黑葡萄似的眼睛水汪汪的，炯炯有
神，骨碌碌地上下转动着。乌黑的小鼻子总
是湿润润的，身后的小尾巴毛茸茸的，又有白
色，所以妹妹给它取名叫“花花”。

刚开始，花花可怕我们啦！它四肢蜷曲
着，躲在箱子的角落里，胆战心惊的，动都不
敢动一下，头低着，背对着我们，身体好像还
在瑟瑟发抖。它不时地用一双乌黑发亮的眼
睛窥视着我们，眼神里流露着惶恐与不安，连
我看了都心疼。为了使它不再害怕，我便用
手在它背上来回抚摸着。呀！还真有效！不
一会儿花花可能知道我们并无恶意，身子也
不抖了，开始张望四周的环境了。

渐渐地，花花的胆子大了起来，开始从箱
子里爬了出来，在院子里随意溜达着，妹妹还
去厨房拿了肉给花花吃。花花吃东西可有趣
了！它先凑上去用它那十分灵敏的鼻子嗅了
嗅，知道了是它喜欢吃的，急忙用爪子把肉拍
打到一个它认为安全的地方，津津有味吃着
美食来！看！它吃得多带劲儿呀！嘴里的肉
骨头被嚼得“嘎嘣嘎嘣”响，真怕它把牙齿咬
坏了。吃完后，它还不忘把嘴在毛皮上蹭几
下，以显示它的“绅士风度”。

别看花花贪吃，它可聪明着呢！有一次，
我出去玩回来，花花仰着头蹦蹦跳跳时而跑
前跑后摇头摆尾，时而依在我腿上撒娇，我一
高兴，就“赏赐”了它几块肉。它一见到肉就
两眼发光，一下抢过肉，只顾自己吃，再也不
理我。哦，原来它不是真心欢迎我，而是“图
谋不轨”啊！呵，这聪明的小家伙！

花花呀花花，你让我喜欢得不知怎么办
才好！（指导老师：单文娟）

秋天的小树林
华南实验学校三（9）班 孔燃

秋天的小树林好美丽啊！抬头
看，湛蓝的天空如同美丽的宝石，白云
在天空中，有时像棉花糖一样，有时像
一只小山羊，有时又像一匹四蹄生风的
马。

向远处看去，连绵起伏的高山上五
彩缤纷的。往这看，一棵棵香樟树聚在
一起，正在讲悄悄话呢！忽然，我闻到
一阵清香，原来是桂花开了，桂花金灿
灿的，像夜空中的一颗颗星星。哇！那
边有好多果树，树上的苹果红了，让我
口水直流。往地下一看，有好多的花，
有的花是火红的，有的花是金色的，有
的花是粉紫的，它们穿着花裙子，正在
草地上跳舞呢！

河水清清的可见底，几条小鱼在河
里快活地游着。它们有时停下来，有时
在水里转圈。游着游着，小鱼们好像发
现敌人似的，迅速钻到深水里不见了。
忽然，我听到一阵阵奇怪的叫声，哦，原
来是一队大雁向南方飞去，这时一只小
兔子跑了过来，一眨眼又跑得无影无
踪。

秋天的小树林真美好！
（指导老师：黄玉红）

记忆中的冬天
司徒中心小学五（4）班 张嘉雯

在许多人害怕严寒就要来临的时候，
我却盼望着冬天的快快到来，因为在我的
记忆里，冬天有许多地方值得我回忆。如
大雪过后的美景，会让你流连忘返，雪地里
的游戏会让你回味无穷，还有那窗玻璃上
的冰花会让你充满遐想。

首先要赞美的是冬天的雪。你看，只
要那西北风呼呼一刮，鹅毛般的大雪纷纷
扬扬从天空中飘落下来了，而我们这些贪
玩的孩子却三三两两地在雪天里狂奔着，
追赶着，高喊着，中间还夹着一两条欢天喜
地的小花狗或小黄狗。我们在追赶着雪
花，可是那些大大小小的雪花却偏偏与我
们作对似的，无论是大片的雪花还是小片
的雪花，捉到手上还没来得及瞧一眼就不
见了。大伙儿跑了一阵子，追了一阵子，也
疯了一阵子，都被大人一阵吆喝赶回了家，
就连小花狗也很不情愿地跟着我们屁股后
头回家了。

第二天的雪景更是迷人了。推开门
一看，好一派银装素裹的世界啊：地上是厚
厚的积雪，树上是一顶顶巨大的雪帽，树枝
上，电线上挂满了蓬松松、亮晶晶的银条
儿，我赶紧用相机一口气就拍下了二十多
张照片。

让我记忆犹新的是窗玻璃上的冰花。
冬天的早晨，当你站在窗户前，你就可以看
到那玻璃上满是冰花。眼前的冰花好像把
我带入了另一个更神奇的世界，让我产生
出无尽的遐想。你看，那一片冰花多么像
连绵起伏的山峰，山峰之间还有一个大瀑
布，山脚下好像还有李白、杜甫等诗人在做
诗。另一片冰花像茂密的森林，森林有松
树、桦树、杨树等，还有一些是我叫不出名
字的。那儿一片冰花又像是一朵朵洁白的
鲜花，这些鲜花仿佛都是用白玉雕刻而成
的……我几乎天天都想看冰花，它让我看
不够，看不厌。

冬天可以促进人们多运动，冬天也是
许多文人墨客的好素材，冬天还可以锻炼
人们的意志……总之，我记忆中的冬天是
那么美好。 （指导老师：张文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