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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让生活更美好
莎士比亚说：书是全世界的营养

品。高尔基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

梯。歌德曾说过：读一本好书，就是与一

位高尚的人谈话。这几句名言都在告诉

着我们每一个人一个道理：我们的生活

离不开书，读书，让生活更美好。

小时候，妈妈会给我讲故事，那声音

很柔，很美，那时的夜，静悄悄的，生怕吵

醒了沉浸在童话世界的我。

最近，我一直在看《了不起的大作

家》，这本书的作者是冰波，看着书，听

着露珠滴在树叶上，特别好。我从《了

不起的大作家》中认识了三只兄弟鼠、

恐龙鲁鲁和孤独的小螃蟹，成了我的好

朋友，他们用故事做笔，勾勒出我的笑

容。我拿其中一个人物来说，有个大背

壳乌龟自卑自己有个大背壳，到了后面

乌龟用大背壳做了好多好事，小乌龟的

精神感动了我，书本如同灿烂的阳光，

在温暖我的心房。书是万能的钥匙，开

启了我的智慧大门。学校里，每天都会

有很久的时间可以看书，书中的一字一

句，都如同一盘盘美食，只有仔细品尝，

慢慢回味。

年复一年，看过的书更多了，有了更

多的知识。在学校，老师让我们看四大

名著，其中的《西游记》让我学会再难的

事也要坚持把它完成。《格列佛游记》写

格列佛被风暴吹到了各各地方探险，经

过三年才回到了英国，我们谁能像他一

样，三年不回国呢？不，我们不能，从小

我们不愁吃、不愁穿，是“温室里的花”不

能像他一样。我学会了坚持，遇到困难

要坚持到底。

读一本书，有时就是一次秘密的旅

行，读一本书，有时就是做一个自由的

梦，读吧，它就是你飞翔的翅膀，它会让

你的生活更美好。

（石狮市中英文实验学校六年8班

洪栢川 指导老师：施燕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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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一大早，暖烘烘的太阳

就把我从被窝里叫醒。我懒洋

洋地翻了个身，然后就从暖和的

床上爬了起来，穿上那套像雨衣

似的校服，接着来到洗手间刷

牙、洗脸。在洗漱之后，我就穿

上我最心爱的黑色鞋子。你看，

这双鞋多像两只欢快的小乌鸦

在宿舍里跑来跑去。

晨跑时，少先队员们胸前的

红领巾飘了起来，多像轻纱在风

中翩翩起舞。回到教室时，不同

民族的少先队员同坐在一间教室

里，有汉族的，有傣族的，还有苗

族和回族的。下课了，一群男生

像风似的跑出教室，有的唱歌，有

的聊天，还有的玩抓人的游戏，热

闹极了。

叮铃铃，上课铃声响了，美术

老师大步流星地走进了教室，宣

布着：大家想吃汉堡吗？大家受

宠若惊地看着老师，然后异口同

声欢呼着：“想，想，想！”“好，那我

们一起来品尝吧，”美术老师竭力

忍着不笑出声来说着，“那我们来

画饼充饥吧，拿出你们的纸，一起

来画汉堡吧。”顿时，整个课堂沸

腾了起来……

这就是我的校园生活，每一

天都充满着欢乐。

（石狮市中英文实验学校三年

5班 付紫煊 指导老师：陈美琳）

石狮就是我家。星期六下午，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与同学们一起

来到石狮集发影城观看《石狮是我

家》。

《石狮是我家》主要讲述的是，

一名来石狮上学的江西男孩陈小

树和石狮退休老人黄伯伯的友情

故事。电影中，陈小树在告诉黄伯

伯自已具备短跑天赋后，黄伯伯为

了培养小树参赛的信心，精心安排

小树每天进行辛苦的跑步训练，从

而使小树在比赛中获得了冠军。

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个片段是，

小树的同学陈赫在比赛输给小树，

他俩并没有因为输赢不开心，而是

一直友好地相处着，这片段让我感

到真正的友谊是友善相处得来的；

另一个片段是，小树在黄伯伯女儿

不在身边时，精心为黄伯伯准备生

日，从中我看得出小树是个知恩图

报的孩子。电影的画面除了黄伯

伯帮助他人、小树与陈赫友好相

处、以及小树为黄伯伯过生日等画

面外，值得一提的就是石狮的美

景，出现了美丽的黄金海岸、历史

悠久的姑嫂塔和让人流连忘返的

峡谷旅游路，让我不禁感叹石狮不

仅具有美丽的城市风貌，还有历史

悠久的文化遗产……

电影结束了，但影片的画面还

停留在我的脑海中。电影播放时

我感触不断，它让我懂得友善，要

友好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让我懂

得了感恩，要牢记他人的帮助，让

我懂得乐于助人，要舍得帮助他

人。这也正是影片中主人公所具

有的友善、感恩、乐于助人的精神

品质。

石狮是我家，美好靠大家。我

们也应该以友好、友善、互助的态

度相互对待，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家

——石狮更加强大美好！

（石狮第三实验小学五年4

班 邱彦博 指导老师：吴雪棉）

《石狮是我家》观后感

我的校园生活

最美逆行者 泉州师院附小石狮校区五年1班 蔡锶沂

一阵秋风吹来，秋姐姐来了！她迈

着轻盈欢快的脚步向我们走来了！

小草向她点头，花儿向她招手。田

野里的稻谷在微风中摆来摆去，好像在

说：“秋姐姐，欢迎你的到来！”

秋姐姐带来了一盒颜料。银杏叶被

她涂成了黄色，每棵树都像一个个金色

的太阳似的。枫叶被她涂成了红色，看

上去一片层林尽染的景色。

她带来了丰收。田野里，沉甸甸的

小麦弯下了腰，它们争先恐后，争着要第

一个被收割呢！果园里，她把水果变得

又大又圆，香甜可口，农民伯伯一个个都

喜笑颜开，他们都在感谢秋姐姐呢！

秋姐姐还带来了香味。在秋天，不

论你走在什么地方，都能闻到水果淡淡

的香味，那味道带着一股幸福感！

秋姐姐的礼物可真多呢，送给小朋

友一片片美丽的叶子，送给农民伯伯果

实累累。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灿烂的笑

容。看到人们这么快乐，秋姐姐也开心

地笑了！

（石狮市中英文实验学校三年6班

李笑 指导老师：杨婉玲）

我的心爱之物是一对乌龟，一公

一母，那是二年级下学期时爸爸从宠

物店给我买的肉食性水陆龟，据店老

板讲，两只龟的年龄约在三十五到四

十岁之间，对乌龟来说，它们还很年

轻。

它们身披黄绿色的甲壳，大之一

分嫌太阔气，小之一分嫌太小气，细之

一分嫌太尖，粗之一分嫌太圆，颜色黄

之一分则嫌土气，绿之一分则又嫌太

耀眼，壳上的纹路多之几条则嫌太密，

少之几条则嫌太单调，再嵌上一对绿

豆大小的圆眼睛，刚好凑一只可爱的

乌龟。

每当阳光温和的晴天，来到阳

台，便发现公龟从容不迫地爬到母龟

的背上，悠然地伸出头，闭着眼睛静

静地享受日光浴，不过，许是太舒适

了，或是睡太熟了翻个身，便扑通一

声坠入水中，溅起一阵水花，四脚朝

天扑腾着想翻过身来，活像掉入水中

的公鸡，狼狈不堪！“爸爸你看，乌龟

翻身的样子好难看哦！”爸爸闻声而

来，笑个不停。

乌龟吃食几天一次就可。一次，

我拿剩下的肉和米饭去喂食，我先把

米饭倒进去，母龟狼吞虎咽，公龟则挑

剔地吃了几粒就不吃了，绿豆眼中还

透出嫌弃。但当我把肉扔进去时，母

龟还吃着米饭，公龟却一口咬住肉拖

到角落小口小口嚼着，看起来像一位

绅士，可当母龟想来“品尝”时，公龟便

用前爪狠狠地打了母龟一下，两眼一

瞪！好凶、好小气呀！

两只乌龟一天不知道要发生多少

有趣的事，它们在我家住了两三年，是

我家的一部分、重要的成员。

（石狮市第五实验小学五年3班

蔡睿泽 指导老师：傅艳彬）

秋天来了

我的心爱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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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退出家长群怎

么了！”近日，一位“宝

爸”吐槽“家长群”的视

频火了！

这位“宝爸”在视频

中抱怨，批改作业、辅导

功课是老师的本职工作，

老师却在“家长群”下达

“指令”，把教育孩子的任

务转嫁到家长头上，实在

无理！

“家长群”出问题

了。到底是“群”有问

题，还是家校矛盾的集中

爆发？

“家长群”本身并非

祸根，全盘否定“家长群”的存在意义无异于因噎废

食，不仅偏离根源，更会扩大事态、激化家校双方的

矛盾。一出问题，就废除家长群，家长老师可以拒

绝沟通，学生也可以在家庭或学校单方面培育下健

全发展吗？除了微信群，类似的乱象也可以在短

信、电话中延伸，只不过传播效率更低罢了，还能断

绝一切往来不成？

其实，在此次“退出家长群”事件中，构建良性

的家校关系是核心诉求，本质问题是老师与家长对

于孩子教育上的责任与分工的争议，也是社交媒体

时代班级管理的新课题。

与其“退群”，不如“善用”，而这更需要有关部

门为“家长群”“立规矩”！

目前，许多地方已经出台了有关“家长群”的管

理办法。比如，上海多个区的教育局发文，为“家长

群”的使用建立了规则规范；太原教育局出台相关

规定，严禁家长批改作业、打扫教室卫生、点赞转发

各类信息等。

“家长群”原本是更好实现家校联动的渠道，不

能成为推诿教育责任、给家长施加压力的工具。

让“家长群”回归沟通交流的本质，别让“家长

群”，成了“压力群”！ （新华）

一周网络热点

关键词：

惊涛
拍岸

大海，一直是无数人们向往的地

方，无论是它的静谧和狂暴，都拥有着

无穷的魅力。它的静谧，让宽广无垠

的大海带着诗意，给荡漾在海天一色

间的人儿一片安宁；它的狂暴，更是显

现出自然的力量，带着一股乱石穿空、

惊涛拍岸的豪壮，让人们真正听见大

海的声音。

倾听大海的怒吼，并不像观潮那般要等特定

的时刻，充满不易和运气。大海的宽广，恰似不屑

掩藏自己的力量，只是面对骇浪惊涛，要定格这份

壮美，则需要不小的勇气。

日前，本报微信公众号刊载《激浪海岸！大自然

力量的奔放，石狮海边的壮美！》内容，一张张浪潮翻

涌的美图，让网友仿佛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水汽，激起

的浪花犹如卷起千堆雪，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既

惊讶于大海的伟力，也感受到自身的渺小。

关键词：

公路
现代社会，“要想富先修路”深入

人心，公路作为公共交通之用，每年基

本都会被纳入政府的建设规划当中，

有着详细的等级标准。而除了保障通

行之外，道路的舒适和美观程度，也成

了衡量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准。

如今，在道路建设工程中，景观带

已经成了必要的配套设施，变得越来

越丰富。每一座现代化大都市里，基本都有着许

多条秀美的城市道路，常被叫做花园大道、旅游大

道、迎宾大道等，往往一条公路，就是一条景观带。

11月2日，本报微信公众号一篇《5公里多长，

12组美照！石狮这条大路景色迷人……》图文报

道，让网友大呼，“石狮也有了自己的美丽环岛

路”，甚至有网友将其称为“石狮最美的一条路”。

红塔湾旅游路一下子成了不少石狮网友心目中的

新晋网红打卡点，想要在闲暇时驾车去吹吹风，感

受“最美的风景在路上”。

关键词：

受伤鸟
秋风起，作为一座沿海城市，石

狮不仅海边经常风浪大作，市区有时

也会狂风呼啸，就连门窗也被吹得呼

呼作响。今年的大风显得格外多，石

狮气象部门上个月就发布了40次大

风黄色预警，发布频次是去年同期的

8倍。而在天空中翱翔的鸟儿们，却

是“很受伤”。

昨日，本报微信公众号刊载《最近一段时间，鸟

儿频频受伤！咋回事？》报道，网友们才发现，近期

的大风不仅搅得人夜里不好入眠，就连准备越冬的

候鸟也遭到了大风的袭击，导致不少鸟儿受伤。

针对近期野生鸟类频繁受伤的现象，有网友呼

吁，发现受伤鸟类之后，不要私自处理或收养，应联

系林业部门或动物救助机构处理，使受伤的鸟儿能

够及时得到救助。 （丽明 整理）

别让“家长群”
成了“压力群”

俗话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

语伤人六月寒。可在网络世界

中，或许由于屏幕的阻隔，背后的

不少网友在发表言论时显得有些

肆无忌惮。近期，一种被称为“阴

阳怪气”的网络话语体系引发众

多网友热议，不少网友认为，这种

“阴阳怪气”虽然不带脏字，却会

毁掉社交网络正常的理性讨论气

氛，也会给网络交流的风气带来

伤害。

网络“阴阳怪气”
破坏正常交流

“阴阳怪气”话语体系甚至形

成了专门的话术，有网友统计，有

三句话让人感觉像被骂了却难以

还嘴：“就这？”“不会吧？”“他急

了！”而最夸张的是，当这些“阴阳

怪气”话术用连珠炮似打出一连

串来，一下子就能将网络聊天瞬

间终止，破坏了正常的交流气氛。

包括石狮网友在内的众多网

友发现，近年来，网络“阴阳怪气”

的乱象甚嚣尘上，其中90后、00后

的使用者不计其数，甚至犹如跟

风般越来越多。而在网络上，这

类喜欢使用“阴阳怪气”话术的人

被称作“阴阳人”。从称呼上来

看，可以发现大部分网友其实对

这种网络交流乱象的态度并不支

持。

在某网站关于“为什么这两

年在网络上说话阴阳怪气的人越

来越多”的提问中，有网友直言这

种现象很正常，因为现在社会压

力大。石狮网友“林中鸟”认为，

这种观点本身就不正常，因为压

力大就可以在网络上随意发泄

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不少网友觉得，网络交流就

好像一场化妆舞会，有些人一旦

戴上面具就性格大变，这本身就

是不正常的。而网络或者说键盘

就像面具一样，一些“键盘侠”因

为无人认识自己，释放自我成了

“阴阳人”，实际上就是“网络喷

子”，语不惊人死不休。

网络自由有边界
网络发言须负责
有网友了解发现，网络“阴阳

怪气”话语体系的传播，不乏一些

网红主播的推波助澜，为了制造

话题赢得关注，利用出格的言论

扰乱网络秩序。所以，在细究网

络“阴阳怪气”话语体系的内涵来

看，似有通过反讽的语气达到挑

衅的目的。

“网络‘阴阳怪气’已经成了

‘网络喷子’的一种攻击方式。”网

友们认为，就算是热衷于使用它

的“阴阳人”，在面对有其他人对

他使用“阴阳怪气”的话术时，也

不免会有些气急败坏。这就导

致，不少“阴阳人”只允许自己使

用“阴阳怪气”的话术说别人，一

旦有人用此反击，交流场面就可

能陷入“互喷”模式。

也有经常使用“阴阳怪气”话

术的网友认为，由于目前不少网

络平台会将脏字屏蔽掉，不准网

友说脏话，“阴阳怪气”的话语体

系给了网友其他表达愤怒的方

式，通过极力污名化其他正常词

汇，达到一个脏字也没有，却“喷”

得令人拍案叫绝的效果。

不过，这种看法却不被认

同。不少网友认为，网络“阴阳怪

气”的产生有客观原因存在，有网

友宣泄压力的原因，也有网友猎

奇扩大传播的过程，更有部分网

友以此标新立异。不过，这些并

不能代表网络“阴阳怪气”就应该

得到支持。

“网络‘阴阳怪气’其实是小

聪明大糊涂，以为避开了网络平

台屏蔽技术，却扰乱了正常的网

络交流秩序。”网友们表示，“阴阳

话术”虽不带一个脏字，但沾染有

网络戾气，甚至会演变成网络暴

力，伤害一点也不小。自由并非

放纵，网络自由更是有其边界，这

个边界不仅有着法律的限制，更

应该穿上道德和文明的外衣。在

网络世界里，一样也须对自己的

言论负责，不能让“网络喷子”变

相施加网络暴力。

（记者 陈丽明）

网络“阴阳怪气”乱象
不带脏字也伤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