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石成金和授人以渔
郭守敬小学四（6）班 赵炜琪

话说吕洞宾成仙后，觉得自己很孤独，于是，他来到了人间，准
备从人间找到一位徒弟，把自己所有的本领传授给他。

他来到了一个地方，找到了一块儿石头，“看！ 这块石头变成
值钱的金子了。 ”语音刚落，许多人蜂拥而上，吕洞宾摇摇头，自言
自语道：“我的徒弟可不是这些贪财的人！ ”

吕洞宾来到了另一个地方，把一块儿比较大的石头，用他的
“神手”变成了一块儿金子，还是有许多人，蜂拥而上，抢着要拿到
那块石头，吕洞宾什么也没说，摇摇头，走了。

在一条山路上，吕洞宾又遇到一个人，他用同样的方法来试探
他，吕洞宾把石头变成金子，那个人无动于衷，吕洞宾以为他嫌石
头不够大，找到了一块儿大石头，变成金子，那个人还是一动不动，
吕洞宾认为这个人很符合他的条件，为了试探他，最后又把一座大
山变成了一座金闪闪的金山，那个人依然是不为所动。吕洞宾觉得
这就是他要找的人，于是对他说：“现在你是我的徒弟了，你想要什
么？ ”那个人不假思索地说“我想要你那根能点石成金的手指头！ ”

哈哈，真是个贪心的徒弟。
上课时老师讲了这个故事，同时还给我们讲了一个成语：授人

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是说送给人鱼不如教给他打鱼的本领。 老师
让我们想想这个故事和成语之间有什么联系，啊哈，我明白了，我
们不能学徒弟的贪心，但要学习徒弟凡事探究根本的决心。

原来老师是“仙人指路”，她交给我们的，正是那根点石成金的
手指头啊！

掌声
郭守敬小学 陈冠丞

掌声要送给在边疆守卫的边防战士，要送给妙手仁心的医生。
今天我还要把掌声送给每天勤劳工作的环卫工人。

春天在北方总会刮很大的风，风把沙子、树叶和废弃的塑料袋
吹得满世界都是。我们可以在家里或教室里躲着，可是环卫工人不
能，他们只能顶着风沙去清扫马路。

夏天是清洁工人最苦的季节。骄阳似火，清洁工们只能顶着烈
日去清扫垃圾，炎热的天气把他们晒得黝黑，有时都被晒伤。 在下
雨的时候他们任由雨水流到自己的头上却从不扔下手中的扫把，
清扫着每一条街道的角角落落，把每一条街道都打扫得干干净净，
甚至花坛里一些烂了的叶子都会用夹子夹出来， 他们用自己的汗
水换来城市的干净整洁。

秋天，树叶纷纷落下，人们感觉这金黄的树叶很美很浪漫，但
是落叶给环卫工人增加了很大的工作量， 他们刚刚把地上的叶子
扫完，没过多久树上的叶子就又纷纷扬扬飘落下来。

冬天到了，寒风刺骨、大雪纷飞，在马路上到处都能看到环卫
工人的身影，他们用铲子铲起厚厚的积雪，再把雪运出路面，如果
没有他们我们怎能畅通无阻地出行？

环卫工人，我们记不住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也记不住他们的模
样，但是我们为他们鼓掌，为他们默默无闻、无私奉献而鼓掌。

妈妈的手
英华教育集团完全小学二（10）班 翟家豪

妈妈的手白白的，软软的，手掌圆圆的，细细的手指
上留着漂亮的指甲。

每天起床后，餐桌上都会摆着香喷喷的饭菜，是妈妈
亲手做的。 家里每天都很干净、整齐，是妈妈辛苦打扫整
理的。 我很贪玩，总会把衣服弄脏，每次都是妈妈帮我洗
干净的。 写作业时，我不小心把书撕坏了，也是妈妈用手
粘好的。晚上我怕黑不敢自己睡觉，妈妈也会用那双温柔
的手，轻轻的抚摸我的后背……

妈妈的手勤劳又温暖，是我最喜欢的！我一定要多做
些事情，帮助这双手减轻负担！

指导教师 李晓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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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电梯风波
育才小学四年级四班 王浩然

“电影十分钟后开演！ ”听到这一声喊，大大小小、胖胖
瘦瘦的人们一秒钟就拥到了通往影城的电梯口。

电梯满员了，后面的人没法再进，只能等下一波。 可有
几个大胖子不想再等，于是，左手把左边的人一推，右肩把
右边的人一扛，硬是进去了。 几个灵活的青年像老鼠似的在
人群中钻来钻去，一会儿就挤到了电梯口，眼看电梯门就要
关了，“嗖”“嗖”“嗖”青年们进了电梯间，“嘀———”电梯受不
了了，严重不满，大声叫着———超载！

“怎么了？ ”
“超载了！ ”
“谁下去？ ”
“你下去！ ”
“为什么让我下去，我好不容易才挤进来的！ ”
“那好，让我下去吧！ ”一位温和的中年男人说道。
可是，他正要出电梯，又退回来了，他身边还带着个孩

子，于是他又说：“那我下去了，孩子怎么办？ ”
“我下去！ ”另一个人说着走出去了，让出一个位置。
前一个人刚下去，一个小孩从大人的裤缝中钻了进来。

“嘀———”电梯继续表达自己的不满———仍然超载！
有人大叫：“怎么又超载了！ ”
“这回谁下去？ ”一个女人问。
“我下去。”一个幼小的声音说，是那个女人的儿子。“爸

爸在外面等呢。 ”小孩下去了，电梯恢复正常了，顺利地上升
了。

这场电梯风波才算结束。 唉， 这么多大人都不知道谦
让，还不如一个小孩呢！

捉蝉猴
任县北街小学五年级（3）班 王子文

夏天到了，院子里的大树上，蝉叫声声声入耳，引得
我总想去捉几只蝉猴，那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情啊！

晚饭时，爸爸说，他童年的时候，捉蝉猴是最有意思
的事，蝉猴也是餐桌上最美味的一道大餐。经爸爸这么一
说，我更想了，就立马提议去捉蝉猴。

天边还有一片晚霞，还没有黑，我们开车来到一条宽
阔的乡村大道上。道路两旁是茂盛的大杨树，树叶间传来
一声声蝉鸣，我们便下车去找。

我从树下的地面上搜寻，再顺着树根向树干上找，接
着又从树枝向树叶上一点点搜，最后再围着树走一圈，不
放过每一个细节。 忽然发现了一个，就高兴地大喊：“爸，
妈，快来看，我找到了！ ”

爸妈闻讯赶来。“妮妮，你这是蝉蜕，不是蝉猴。 ”哦，
我有点小失望，但是没有放弃，继续找。 路的旁边是玉米
地， 我就下到地里找， 很快在玉米叶子上发现了一只蝉
蜕。 有蝉蜕就一定有蝉猴，我想着，找的更卖力了。

天慢慢黑了，只有一个个蝉蜕不断出现，没有一点蝉
猴的踪迹。我已没了耐心：“妈，怎么一个也找不到！”大家
纷纷问：“是不是蝉猴还没出来？ ” 妈妈开玩笑地说了一
句：“我就不信，找不到我就不回家了！”正说着，妈妈在一
片干净的地面上发现了一个指甲盖大小的洞，我跑过去，
轻轻挖开小洞，终于找到了，是蝉猴！它的头露出来一点，
可是洞口很小，手伸不进去，怎么把它挖出来呢？妈妈说，
找根小木棍插进去，它就会顺着棍爬出来。

后来，爸爸也找到了四个，之后无论怎么努力也找不
到了。 最后，我们一家共找了六个。

回来的路上，爸爸妈妈很是感叹，说他们小时候树多
蝉猴也多，每天晚上去捉蝉猴，每次都能捉一罐头瓶子，
有二三十个之多。 可惜，现在已经很少了。

这次捉蝉猴，我知道了，蝉产卵在树上，树枝枯死落
到土里，三年后才会长成蝉猴。 因为人类大量乱砍树木，
破坏生态环境，蝉猴大量减少。 我们要保护树木，保护我
们生存的环境。 要不，蝉猴会一年比一年少，说不定将来
有一天，捉蝉猴这样美好的事，就只能是个传说了。

指导教师 候晨雨

书包里的手机
逸夫小学五年级（2）班 张宇轩

秘密嘛！ 每个人都有，但像我这么尴尬的秘密，你们有吗？
周一上午上课了， 我在书包里找数学书， 忽然碰到一个硬东

西。呀，是什么？我偷偷抽出来一看，竟然是我的手机。我看看老师，
还好，老师没有注意我，就急忙慌慌张张地把手机塞进了书包。

我的心却再也静不下来了。咦？ 我的手机怎么在书包里呢？谁
放进去的呢？忽然想起来了，原来是周日我背着书包跟爸爸妈妈郊
游时放进去的。 这下可怎么办呢？ 可不能让老师知道，因为学校是
不允许学生带手机的。

“张宇轩！”我正发愣的时候，老师冷不丁叫了一声。“这道题怎
么做，你来回答一下。”我赶快站起来，抬头看了看黑板，唉！这道题
还好，我会，我赶快回答了。老师还算满意，点了点头，让我坐下了。
好险，虚惊一场！

谁料刚刚坐下，“嘟———”手机响了一声，我猛然一惊，肯定是
短信息。抬头一看，老师在黑板上写字，竟然没有听见，也许是声音
小的缘故吧， 吓坏我了！ 还好， 没有被发现，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啊———手机肯定被没收，还得挨批评。 万一因为这个被叫家长，又
要被开除呢？ 哎，越想越严重，一件小事就可能变成大事了。

不，决不能让这件事最后变成这样糟糕。我要关机？不行，关机
也会有声音的呀！但是，如果不关，一会儿有人来电话怎么办？我的
心在痛苦地纠结着。 正在这时，“铃铃铃……”放学铃响起来了，这
铃声像大救星，来得真及时啊！

我飞一般地跑出了教室，生怕被老师发现或者叫回来。 哎呀，
我太大意了,因为从家里来得匆忙，忘了放手机，差点酿成悲剧。 搞
得我一节课也没有上好！

这次书包里藏手机的秘密，幸亏没有闯大祸，至今我都不敢告
诉任何人，你们要记住：书包里千万不要有手机哦，因为，那不是手
机，那就是一颗“定时炸弹”呀!

《地雷战》观后感
马路街小学五（6）班 李佳

河北影视 7 月 20 日晚为了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在电
视上重播了《地雷战》这部电影，我看后非常感动，感觉受益
匪浅。

该片主要叙述民兵们用地雷战打击鬼子的故事。 抗日
战争时期， 胶东根据地边缘村庄赵家庄等村庄常受日伪军
的袭击、扫荡。 为此，全村村民商讨了一番，决定把几个村庄
的民兵组成联防队， 并用土造的地雷封锁了附近的日伪军
据点。 为对付地雷阵，日军特地从青岛搬来了工兵，于是他
们顺利地攻入赵家庄，大肆烧杀抢掠。 民兵不断改进地雷，
使敌军无法取雷。 赵虎领导联防民兵巧妙的发明利用地雷，
子母雷、钉子雷、连环雷、碎石雷、铁夹子雷、头发丝雷等各
式各样的地雷打击敌人，到处都成为敌人葬身的坟墓。 在八
路军主力部队的配合下，经过激烈的战斗，终于全歼进犯之
敌，从而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看了《地雷战》，我觉得民兵很聪明、很机智，能造出多
种多样的不同的地雷。《地雷战》，人人看了人人爱，地雷花
样多，威力大无边，炸得鬼子魂飞散。 就拿头发丝雷来说吧，
为了使敌人无法取雷， 民兵特地将假雷与真雷的导火索用
头发丝连接起来，这样，敌军只要拔出假雷，真雷就会爆炸，
日军做梦也想不出这么多花样的地雷，于是他们胆颤心惊，
随时随地都害怕地雷。 通过民兵造出种种让人意想不到的
地雷这件事，我懂得了，我们遇事要多动脑筋，大胆发挥想
象力、联想力、增强动手能力，才能在学习上取得好的效果。

现在我们作为小学生，不仅要勤动脑，一定要发愤读
书，刻苦学习，锤炼思想，磨练意志，学好知识，增长本
领， 长大了才能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做出自己应有的贡
献。 指导老师 张运超

白菜 郭易凡（10 岁）

老师六条腿
二十五中附小四（2）班 郑绍博

上课了，王老师说了一个奇怪的谜语：有一个动物，有
六条腿，而且还是哺乳动物，你们猜一猜是什么？ 有的同学
猜是螃蟹，有的同学猜是蜘蛛等等，各种答案层出不穷。
老师却摇摇头一一否认。 这时，老师见我们实在猜不
出，又增加了提示说：还有两条腿是假的，你们再猜猜
看。 这下大家更加陷入许久的思考，这时已经有几个同学
猜到是老师…….

为什么说老师是六条腿呢？ 因为老师有两条真腿，有
两个拐杖是两只假腿，还有两只手，用力拄着拐杖向前走，
加起来不就是六条腿吗，可是，有的同学说是四条腿，认为
只有站立在地面的才算腿。

其实无论是四条腿还是六条腿，王老师都是在受伤后
坚持站立给我们上课，可见老师是多么的爱我们啊，我们
的内心有着对王老师的尊敬与感激，笔尖倾泻写下这篇作
文。

愿王老师早日康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