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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奥，加油》读后感

我最喜欢的一本书
黄岩江口二小三年级 王露梦 小记者证号 0101715
高尔基说过：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而在我看来，书籍
更是一把可以开启人生智慧的钥匙。我最喜欢《时文选萃》这本
书了，它是一本感人的好书。这本书里的几个小故事，告诉我们
怎样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怎样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继
承先辈的优良传统。
其中《母爱如佛》这篇文章最令我感动。年轻人迷上了求仙
拜佛，整日念叨、不事农活。母亲劝他，他不但不理睬，甚至还对
母亲恶语相向。他跋山涉水，找到一位得道高僧，向他讨教成仙
之道。高僧听了年轻人的自述，说：
“如果你下山直到家的途中，
有人为你赤脚开门，这人便是你所谓的佛。”年轻人立刻下山投
宿人家，他一路走来，投宿无数，却没有遇到高僧说的人，于是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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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回家，到家时，他发现：自己的母亲是赤脚为自己开门的。刹
那，灵光一闪，想起高僧的话，什么都明白了，泪流满面，跪倒在
母亲的面前。我看完这篇文章，已是眼角沁出了泪。明白了高僧
的言外之意，知道了父母为自己付出了所有，我们要孝敬长辈，
因为他们给了我们宝贵的生命并陪伴我们健康成长。
还有《抢救孩子，我替你开路》告诉我们助人为乐是一种美
德；
《感受和享受》告诉我们要感受事物的美好；
《生命无悔》告诉
我们要珍惜最灿烂的青春，最有活力的生命……
看着这本书，我常常联想到我自己，如果我面临同样的情
形，
我会怎样去应对？
我身上是否也具备了这些美德？
这就是我最喜欢的书——《时光选萃》，它是一本好书，它告
诉我们许多人生的道理，朋友们，
好好看看它吧！

盗猎者们，请放下屠刀吧

临海哲商小学六（2）班 王西诺
小记者证号 032354
《西奥，加油》是一本励志小说，很值得大家去阅
读。
主人公是一位年仅 12 岁的小朋友，是一个坐轮骑
的残疾男孩，父母把他安排在一个专业的残疾人中
心，
日常生活都得靠工作人员来料理。
日复一日，他坐在轮椅上足足有 10 年了。但是有
一天他似乎厌烦了对身边工作人员一直说“谢谢”这
件事。他开始了自己的生活，经过一系列顽强的训练，
他慢慢能自食其力，像个有主见的小大人一样，成就
感让他觉得自己能行，自己的事情可以自己做。
现在，从自己穿衣、洗澡开始，西奥慢慢学着打理
自己的生活……这本书讲的就是从这儿开始发生的
一系列故事，西奥依次认识了体育老师帕特里斯、同
学卡里姆和皮埃尔。而最后西奥的爸爸终于买了一套
残疾人专用的房子，西奥和这些最要好的朋友告别之
后，
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西奥在我的眼里是个执着的人，当他面对不公平
的现状时，能反省自己，并能让内心变得强大起来。当
他遇到困难时，不向困难低头，反而迎难而上，不被困
难所吓倒的精神让所有人瞠目结舌。他的执着是不能
用语言来形容，他的自立也不是常人一朝一夕的努力
就能达到的。所谓“不积硅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
无以成江河”。西奥凭借顽强的意志力做到了。他不想
让特殊的自己永远沉浸在别人无休止的“帮助”中。不
仅如此，在一次次努力的过程中，他慢慢地找到了自
己的方向。每个人都有追逐梦想的权利，他觉得自己
肯定也能行。
如果你现在还是一位依赖别人的小孩子的话，不
妨去看看《西奥，加油》这本书，它会让你成为一个坚
强、勇敢的孩子。
加油吧，美好的未来在等着我们，为了光明的前
程，
保有一颗时时上进的心，向着你的梦想前进。

——读《中国虎》有感
椒江人民小学六（5）班 陈欣兰
小记者证号 001274
《中国虎》这本书讲述了中国虎祖祖和奎奎，以及它们和考
察组成员之间所发生的一些事。老虎是地球上漂亮与勇猛结合
最完美的动物，我心里最喜欢的中国虎。
读完了这本书之后，我的眼眶里噙满了泪水，心里难过得
有一些说不出来的滋味。我的泪水中有三种含义，一是感动的
泪：老虎冒着生命危险也要救虎崽，而且老虎也知道知恩图报，
它为了救虎崽的恩人不惜葬送了自己的生命，它把它体内的最
后的一丝余温也留给了自己的恩人；二是羞愧的泪，捕杀者凶
残的行径真的很无耻、卑鄙，在此我想对盗猎者们说：
“ 凶残的
你们，放下屠刀吧！”三是愧疚的泪，作为和盗猎者同为人类，我
想向动物们表示深深的歉意和愧疚。
“人之初，性本善。”我们怎么能忍心看着一个个物种从地

球上消失呢？人类与动物共同生存在地球上，你们怎么能凭着
“智慧”，就对动物痛下杀手？
“聪明”的人类呀，你们的良知何在
呢？是否在猎杀老虎的同时也猎掉了你们的“良心”呢？当别的
动物都在地球上灭亡了、消失了，
你们还能生存吗？
盗猎者们，请你们将心比心想一想！你们有没有体会过这
些被猎杀老虎的感受吗？像你们折磨老虎一样折磨自己试试？
如果受伤了，你们不痛吗？失去了亲人，你们不伤心吗？动物也
是一样的，它们也是有感情的呀！它们也会心痛的呀！作为最高
级、最聪明动物的人类，不会连这些最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吧？自
然环境中是有生物链的，如果你们打破了这个自然规律，最终
受害是我们自己，是我们的子孙。就算你们不为别人考虑也要
为自己的生存考虑吧！
残忍的盗猎者们，恳请你们放下屠刀！让我们一起来爱护
动物们，
让人与动物和谐共处！
（指导老师 杨凤娇）

谢谢您，亲爱的爸爸妈妈
——读《陪孩子走过小学六年·爱在自由里》有感
天台小学六（3）班 郑芷荟 小记者号 670798
有一天，我正看电视看得欢，妈妈又命令我去写作业了。做
完作业，我想找本书看看放松一下，居然在书架上发现了《陪孩
子走过小学六年·爱在自由里》这本书。
“爱在自由里”，哼，电视都不让我看，我哪里有什么自由？
说实话，一直以来，我觉得我的爸爸妈妈很专制，他们给我的自
由太少了。每次做完作业，他们都要求我认真检查一遍；每天晚
上睡觉前，他们都要求我刷牙；去外面爬山，我说累的时候，他
们又总是要求我坚持下去；我要看电视玩游戏，他们又总是给
我限制了时间；哪怕是看书，有时候我正看得入迷，他们也会强
迫我中场休息……唉，爱在自由里，爸爸妈妈，你们如果真的爱
我，就要给我自由啊！
我迫不及待地看完了这本书，说真的，我很羡慕李若辰。同
时，
我也懂得了很多道理，
我对爸爸妈妈的看法也有了很大的改
变。
书中的一家人都很喜欢读书，
这一点跟我家难道不是很像吗？
很小的时候，
爸爸妈妈下班回家后就会给我读故事，
会给我解说
书上的图画；
后来我自己能看懂一点了，
就自己看，
看不懂就请爸
爸妈妈给我讲；
现在，
我们家里还会有看书比赛，
看完后给大家分
享书中的故事，
还要比赛谁讲得生动有趣，
第一名还有奖励哦！
有
时候，
我听说了一些书，
想看，
爸爸妈妈就会陪我去图书馆借，
借

不到他们就会给我买。
他们还鼓励我跟小伙伴们交流图书，
这真
是一个不错的建议。
在爸爸妈妈的陪伴下，
我养成了爱阅读的习
惯。
每次去旅游的时候，
我会带一本书，
在闲暇的时候看；
去医院
看病的时候，
也会带一本书，
在排队等候的时候看；
去外面吃饭的
时候，
也总会带上一本书，
趁上菜的间隙看。
不管到哪里，
我总是
带着一本书，
我是不是像只小书虫啊？
我羡慕李若辰，但她也要在做完作业后才有“游戏时间”；
她跟爸爸妈妈去爬山，但也要在自己爬上山顶后才能感受到成
功的喜悦；她家里的《最新 21 世纪少年儿童百科》是被翻烂的，
这不正是妈妈经常说的“读书百遍”吗？原来，爸爸妈妈对我各
种各样的要求都是有道理的。写完作业后要认真检查，是希望
我能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睡前要刷牙，是希望我养成良好的
卫生习惯；网上游戏时间有限制、看书太久要休息一下，是希望
我能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我终于明白，自由并不是想干什么就
干什么，自由也是有限制的。爱在自由里，有限制，才有爱的自
由。
读完这本书，我们一家人还交流了读书心得。爸爸妈妈说
以后会给我更多的自由，
哇，
我要变得跟李若辰一样幸福了！
陪孩子走过小学六年，六年，多么漫长！亲爱的爸爸妈妈，
谢谢您，感谢您已陪我走过了小学五年半，感谢您的陪伴，感谢
您对我的爱！
（指导老师 季梦涛）

《鲁滨逊漂流记》
读后感
温岭泽国小学六（4）班 杨惠惠
小记者证号 051266
无论读书的脚步在哪儿停歇，总能忆起《鲁滨逊
漂流记》这本名扬四海的著作。而今在语文书中重温，
又有了一番新的体会。
酷爱冒险的鲁滨逊在一次航海中困居在一个孤
岛，他教化了野人“星期五”，时隔 28 年才重返英国。我
有些困惑了，整整 28 年啊，他怎样在荒岛上生存的呢？
我无法给自己一个答案。
我如饥似渴地阅读着。
“坏处，我陷在一个可怕的
荒岛上，没有重见天日的希望。”
“ 好处，但我还活着，
没有和同船的伙伴一样被淹死。”眸子里充满了震撼，
以平常心看待问题，鲁滨逊深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
柴烧”。荒岛并不可怕，可心灵的荒漠将会丧失最后的
希望，幸而鲁宾逊的心田永远阳光明媚。
渐渐地，心中莫名掠过一种感觉。鲁滨逊在孑然
一身的情况下坚强地活下去，不曾悲天悯人，自暴自
弃。
换做我们，又将是怎样一副光景？
看着窗外金色的阳光，
不经意间，
竟勾起一串记忆。
斜射进窗的阳光却没能使我的心情好起来。
一向对自己
实力颇有信心的我在四科联赛惨败，
而接踵而至的背古
文竟也容不下我一席之地，
我对自己丧失了信心。
如晴
天霹雳，
纵使阳光再明媚，
终给予不了我温暖。
素来骄傲
的我怎么也不敢相信，
四科联赛败北也就罢了，
不过出
去一会儿，
我竟被一匹
“黑马”
超过。
满心的诧异，
他怎么
会超过自恃背书能力不弱的我呢？
摸着《小古文》，
从指
尖传来的冰凉触感刺痛着我，
心也是凉的。
那排队的人
群似乎都在狠狠地嘲笑着我的缓慢。
“杨惠惠，你怎么了？”处在挫败状态的我，被同学
“一语惊醒梦中人”。不就是失败一次吗，从哪里跌倒
就从哪里爬起。
“ 坏处，我被同学超越了，而且是引以
为傲的科目。”转念一想的好处——
“激发潜力，加倍
努力。”我首次以十二分精神去背书。或许是传承了鲁
滨逊越挫越勇的精神吧，以往的我强势归来。又一次
不分伯仲间，我超越了他。此时的阳光如棉被柔软，照
在身上暖和如春。
纵使生活中太多意外，有一颗乐观向上的心，就
能收获一片阳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