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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时，老师让我在新学期
开学典礼上作为学生代表进行发
言。接到任务，我既紧张又焦虑，
脑子里一直在想，万一在全校师生
面前出丑了怎么办？

爸爸看到我愁眉苦脸的样子
问：“怎么啦？”于是我将苦恼全部
倒给了爸爸。“没关系，如果读错
了，顺下去就好。”妈妈鼓励我要有
自信，我顿时豁然开朗。拿起发言

稿坐到桌前开始练习。
开学典礼那天，当我走向主席

台时，心中就开始莫名的紧张。“请
学生代表上台发言。”听到主持人的
声音，我知道自己不能再退缩。站
在话筒前，想到身后坐着校领导，前
面站着全校师生，我手心直冒汗。
这时，我想起了爸爸的话，一定要相
信自己。我深吸一口气，调整好自
己的情绪，先向大家敬了一个标准

的少先队礼，然后便大声念起稿子
来。也许是父母的鼓励起了作用，
也许是同学们投来鼓励的目光，让
我又有了信心。当发言完毕，台下
响起热烈的掌声，那一刻我感到十
分地自豪，我深知自己长大了。

每个人都有长大的时候，每个
人也都会怀念长大的那一刻，那一瞬
间，更会怀念让自己长大的人或者
事。俗话说“经一事，长一智”。只有

勇敢地去面对遇到的困难，带着自信
去迎接挑战，就会在成长的过程中有
所收获，不断长进，慢慢长大。

教师点评：小作者通过回忆自
己一次登台发言的亲身经历，用生
动形象的语言描述自己当时的心
理变化和真实感受，也成功完成了
一次成长蜕变。作品语言流畅、用
词恰当，具有很强的启迪性。

指导老师鱼雯

我长大了
西咸新区沣西新城实验学校五年级（2）班张辰逸

当积雪开始融化时，当小河开
始苏醒时，当冬眠的动物开始睁眼
时，春天已经含笑来到人间。

走出家门，一股似曾相识的气
息迎面扑来，那是新鲜空气的味道，
也是春天的味道。阳光格外明媚，
春姑娘展开了脸，太阳红红地照在
人的身上，温柔又舒服，像母亲柔软
的手。春风吹在脸上，非常舒服。

微风吹过，路旁青草的香气夹

杂着花儿迷人的味道，让人心旷神
怡。天空湛蓝而高远，阳光和煦而
明媚，路上三三两两的游人，像去
赴一场春日的盛宴。

山坡上，钻出地面的小草，最
先感知着春天的温暖。它们钻出顽
石硬土，向春天致敬；花儿们不甘落
后，争先恐后地绽放，露出红色的、
黄色的、紫色的笑脸；春笋也冒出来
了；小树抖落满身的灰尘，长出一片

片嫩绿的叶子。春雨哗啦啦下着，
欢快地落进土里，滋润着万物。小
鱼听到河水的声音，纷纷游了出来，
去告诉同伴：“春天来了！”

一群燕子从南方回来了，落在
树枝上、屋檐下，与同伴们愉快地
交谈着。它们的声音唤醒了沉睡
的青蛙，青蛙打了个哈欠，伸了个
懒腰，跳出了洞口。蜜蜂听见了，
高兴地唱着歌，出去采蜜了。春风

跳着轻盈的舞蹈，传递着一个消
息：“春天来了，春天来了。”

春天，总是那么温暖，那么甜
蜜，那么美好。春天给我们带来很
多快乐，我爱这万象更新的春天！

教师点评：小作者将春天拟人
化，春天的太阳、春风、小草、春
雨 ，赋 予 了 生 命 ，显 得 生 动 活
泼。用词准确，形象地写出了动
态下的春天。 指导老师刘军侠

春天来了
商洛市洛南县城关街道八里小学四年级 刘思雨

星期五放学时，妈妈给我报了
一个“爱心小报童”的活动。我满
是疑惑：“爱心小报童，就是去大街
上卖报纸吗？”妈妈点点头说:“这
次活动是为了帮助有困难的人，为
他们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在星期
六下午举行。”听妈妈的话，我很开
心。便开始想象自己卖报时的情
形。

星期六，我和妈妈到了雁塔南
路，老师把我们集合起来，讲了卖
报纸的注意事项，然后给每人发了
10份报纸，于是我们就出发了。

我拿着报纸走在大街上，心

想：只有 10份报纸，那不是很轻松
的事吗？估计很快就能结束这个
任务。

这时，我看见一个叔叔走过
来，赶紧走上前去问：“叔叔，您
能买份报纸吗？”他摇摇头就走
了。转过身我又看见一个阿姨，
立 刻 迎 了 上 前 去 笑 眯 眯 地 说:

“ 阿 姨 您 好 ，要 不 要 买 份 报 纸
呀？”阿姨也摆摆手走了。这和
我的想象可真不一样。我像一
只斗败了的公鸡，垂头丧气地对
妈妈说:“我不想卖了，没有人买
报纸。”妈妈笑着说:“不要灰心，

你看看周围的同学们，为什么他
们能把报纸卖出去呢？”

我开始观察同学是怎么卖报
纸的。看了一会儿，我就发现了其
中的奥秘，原来路上的行人由于赶
时间，不会停下来购买报纸。而坐
在椅子上的人比较悠闲，会认真听
我们说话，购买报纸的可能更高一
些。我学着同学们的样子，也去找
那些看起来比较悠闲的大人。不
一会儿就卖出了一份报纸，我开心
极了。

下午 4点，活动结束了。我已
经卖出去了好几份报纸，还沾沾自

喜说：“成绩应该还不错。”但当我
看到有的同学把 10份报纸都卖出
去时，我心里有点沮丧。妈妈说:

“不要气馁，第一次参加活动，以后
会更好的。”想想也是，这次活动我
已竭尽所能，不管卖出去多少报
纸，这都是我对有困难的人献出的
一份心意。我相信，只要人人都献
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

教师点评：小作者按事情发展
的顺序，把卖报的过程描述清楚，
故事虽平凡，感情真挚。

指导老师林依娜

第一次卖报纸
西安外国语大学附属学校三年级（3）班 何玥宁

每当我拿起报纸时，心中就会
产生很多疑问：“报纸是怎样诞生
的？文字是怎样印在报纸上的？和
打印文件一样简单吗？”这些问题，
在我近日参加的一次实践活动中得
到了答案。

春天的一个下午，王老师告诉
我们一个让人欣喜的消息，星期三
要带我们去参观陕西日报社，我们
欣喜不已。

周三下午，我们排着整齐的队
伍走进了陕西日报社。到达报社大
门口，我们就被一座充满艺术感的
建筑物吸引了。接待我们的工作人
员说：“靠近大门的这个建筑，就是
报社记者工作的地方。再往院子里
走，就可以看到报纸的印刷厂大
楼。”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首先参
观了报社的印刷厂。第一站，我们
来到报社的设计制版部。工作人员
热情地介绍道：“报纸印刷，主要分
为三步。第一步，接收到来自编辑
部的文图信息。第二步排版，因为
报纸的信息量很多，所以一定需要
分工合理。第三步就是将排好的报
纸版面进行印刷。”听了现场一位叔
叔的讲解，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一张
报纸印出来需要这么多环节。

紧接着，那位叔叔带着我们走
进了接收信息的车间。他拿起了一
张印着许多字的铝板，告诉我们：“
这是新闻排版之后的样子。”工人叔
叔又带我们来到了旁边一个编辑
室，里面有许多编辑叔叔阿姨正在
全神贯注地工作，生怕搞错一个标
点符号和字。“这里就是排版的地
方。”叔叔说:“这份工作要求很严格，
排版时必须要聚精会神，不能有任
何差错。”

接下来，我们被带进一个让人
震撼的地方。有三层楼高的报纸印
刷机屹立在我们的眼前。“哇，这么
高，好大啊！”我们一个个睁大了好
奇的眼睛，仰望着这台机器，印报车
间的工人叔叔告诉我们，这台机器
一启动，1秒可以印刷出 33张报纸。
工作起来，发出的声音震耳欲聋。
就算两个人面对面说话也听不清，
只能用手语交流。印刷的时候，绝
对不可以出错，不然会浪费掉几千
张报纸。

同学们很好奇，这么快的印刷
速度，印报的专用纸张又从哪里运
进来的呢？于是，工人叔叔又带我
们来到了存放纸张的车间。“这就是
印刷报纸的新闻纸”，工人叔叔指给
我们看。只见眼前码放着巨大的新
闻纸卷，这种纸卷比我们生活中使
用的卫生纸卷大了几百倍。工人叔
叔说：“这一卷纸有一万米长，每卷
可以印出 100 万张报纸，每卷纸的
重量有 436公斤。这些纸卷都是印
刷车间的员工用手推到机器上的。”
听了他们的介绍，让我们感到非常
震撼，原来印刷报纸的叔叔们也是
非常辛苦的。

这次我们参观报社的印刷车
间、设计部、编辑部，还和报社的
记者进行了交流互动，虽然花了
整整一下午时间，但是也让我们
收获满满。我原以为印刷报纸
就 和 打 印 文 件 一 样 简 单 ，没 想
到，一份报纸从印刷厂到上市，
幕后有这么多故事，有那么多幕
后英雄默默付出。我们应该向
他们致敬！

教师点评：小作者能敏锐地捕
捉参观报社时一个个有意义的瞬
间，还能有自己独特的感受。思路
清晰，语言简洁明快。

指导老师王皓月

报纸是怎样诞生的
西安市碑林区实验小学
五年级(3)班 彭煜涵

二月二，龙抬头，这个节日在
不同的地方风俗习惯也大有不
同。你想了解我家乡“龙抬头”的
习俗吗？让我这个土生土长的本
地人告诉你吧！

二月二大清早，奶奶就叫醒
我。早饭都没吃我们就去赶集
了。在我的家乡，小小的集会却给
人大大的惊喜。好奇心驱使着我
想去看个究竟，可奶奶拉着我，直
奔一家卖“炒豆子”的小摊。

“今天是二月二，一个特殊的

日子，人们都要吃这种棋子豆。”奶
奶一本正经地给我说，“咱们这里
人叫馍豆豆。传说中，二月二日有
炒豆豆的风俗，娘家要给出嫁的女
儿送炒熟的馍豆豆。”

我一抬头，看到摊位招牌上写着
几句话:“二月二炒豆豆，金要开花龙
要抬头，家家大仓满户户小囤流，红
火日子泼上油，吃的穿的都不愁！”

看到这些话，我不禁疑问:这
炒豆豆真的好吃吗？”奶奶付完钱
后，我捏起一个馍豆豆放在嘴里一

咬，果然又酥又脆，一股芝麻的焦
香在口中散开，让人回味无穷。

“真好吃！”我抓了一把塞进嘴
里，开始细嚼慢咽，还不停地夸赞
着。奶奶看着我笑了。

回家路上，我看见了有人在给
一个小朋友理发，小孩子眼泪和鼻
涕糊了一脸。不等我问，奶奶便
说:“这叫作‘剃龙头’，今天剃头会
使人鸿运当头、福星高照。我们把
二月二日作为一个祈求风调雨顺、
驱邪攘灾、纳祥转运的日子。”

“原来是这样。那我也要理
发。”奶奶哈哈大笑:“剪一缕头发
就可以了。今晚，村里还搭了戏台
子，唱的是秦腔《狸猫换太子》，别
忘了带上馍豆豆来看戏！”

听奶奶这么一说，我对家乡龙
抬头的习俗总算是了解了。

教师点评：习俗里包含着浓浓
的文化内涵，更包含着劳动人民朴
实而美好的生活愿望。小作者精
心构思，紧扣习作主题，写得严谨
而独特。 指导老师王宁娟

二月二，龙抬头
杨陵区张家岗小学六年级（5）班 何梓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