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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谈 教出物理学家
【作者：理查德·费曼 Richard Feynman 来源：《读者·校园版》】
作者介绍：理查德·费曼，美国物理学家，1965 年诺(nuN)贝
尔物理学奖得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物理学教授。他的父亲
是一名喜欢“闲扯”科学的商人。他告诉费曼，“科学家”是种
兴趣，而不是职业，这恰(qiD)好培养了费曼对科学的喜好。

想象恐龙来咱家
当我还坐在婴孩椅上时，父亲有一天带回一堆颜色
各异的小瓷(cG)片。他把它们一张张排起来，像多米诺骨
牌一样，然后我推动一边，它们就全倒了。
父亲和我把小瓷片重新堆起来，这次按照两白一蓝的颜色排列。母
亲忍不住说：“哎，随便玩不就行了？颜色爱怎么排就怎么排好了。”
父亲说：“那不行。我正教他什么是序列(xX liS)，这多有趣啊！”
我家有一套《大英百科全书》，父亲常给我念里边的章节。有一次
念到恐龙，书里说，有一种恐龙的身高近 8 米，头宽近 2 米。
父亲停下来，对我说：“让我们想
一下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要是恐
龙站在门前的院子里，它的身高足以使
它的脑袋够着咱们这两层楼的窗户。可
它的脑袋伸不进窗户，它比窗户还宽
呢。”
我难以想象居然有这么大的动物，
而且居然无人知道它们灭绝(miS juQ)的
原因，我觉得新奇极了，一点儿也不怕会有恐龙从窗外扎(zhA)进头来。
父亲让我明白：学到的任何(rSn hQ)东西，都要琢磨(zhuL mL)出它们究
竟(jiU jIng)在讲什么，实际(shG jI)意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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鸫(dKng)什么时候啄(zhuL)羽(yW)毛
那时我们常去卡次基山。漫步于丛林时，父亲给我讲了好多关于树
林里动植物的新鲜事。其他孩子的母亲瞧见了，纷纷
要求她们的丈夫也学着做。
有一次，孩子们聚在一起时，一个小朋友问我：“你
瞧见那只鸟儿了吗？你知道它是什么鸟吗？”
我说：“我不知道它叫什么。”
他说：“那是一只棕颈鸫呀。你爸怎么什么都没教你呢？”
其实，情况正相反，我爸是这样教我的。爸爸说：“看见那只鸟儿了
吗？那是一只斯氏莺(yFng)。意大利人叫它‘査图拉皮提达’，葡萄牙人叫
它‘波姆达培达’，中国人叫它‘春兰鸫(dKng)’。你可以知道所有的语言是
怎么叫这种鸟的，可是最终还是一点儿也不懂得它。我们还是来仔细瞧
瞧它在做什么吧，那才是真正重要的。”
我很早就明白：“知道一个东西的名字”和“真正懂得一个东西” 并
不一样。
他又说：“瞧，那只鸟儿总是在啄(zhuL)自己的羽毛，看见了吗？”
“是。”我说。
他问：“它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说：“大概是它飞翔时弄乱了羽毛，要啄着把羽毛再梳理整齐吧。”
“唔。”他说，“如果是那样，那么在刚飞完时，它们应该很勤快地啄；
而过了一会儿后，就该缓(huCn)下来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他说：“让我们来观察(guAn chB)，它们是不是在刚飞完时啄的次数
多。”
不难发现，鸟儿们在刚飞完和过了一会儿之后啄的次数差不多。我
说：“我想不出来。您说道理在哪儿？”
“因为虱(shF zi)子在作怪。”他说，“虱子在吃羽毛上的蛋白质(zhI)。虱
子的腿上又分泌(mI)出蜡，蜡又有螨(mCn)来吃。螨吃了蜡不消化，就拉出
像糖一样黏黏(niBn)的东西，细菌(jUn)于是又在这上头生长。”
最后他说：“看，只要哪儿有食物，哪儿就会有某种生物以之为生。”
他的故事在细节上未必(wSi bI)对，但是在原则(zQ)上是正确(quS)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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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意观察，养成习惯
父亲培养了我留意观察的习惯。
有一天，我在玩玩具马车。马车的车斗里有个小球，当我拉动马车
的时候，注意到小球的运动方式。我找到父亲，说：“我观察到一个现象，
当我拉动马车时，小球往后走；当马车在走，而我把它停住的时候，小
球往前滚。这是为什么呢？”

“这谁都不知道。”他说，“一个普遍的公理是运动的物体总是趋(qU)
于保持运动，静止的东西总是趋于保持静止，除非你推它。这种趋势就
是惯性。但，还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这样。如果从边上看，小车的后板擦
着小球，摩擦(mL cA)开始的时候，小球相对于地面来说其实还是往前挪
(nuL)了一点儿，而不是向后走。” 这是很深入的解说，他并不只是给我
一个名词。
我跑回去把球又放在车上，从边上观察。果然，父亲说得没错。
父亲就是这样教育我的。他从没给我压力，只是兴趣盎(Dng)然地用
许多实例来和我讨论。他一生中一直在激励我，使我对所有的科学领域
(lHng yX)着迷。
家长

孩子

✿ 寓教于乐

❀ 生活与学习完美融合，得到乐趣

✿ 积极沟通

❀ 提高思考、分析、表达能力

✿ 以实物激发想象

❀ 提高想象力、理解力

✿ 鼓励孩子仔细观察、认真思考

❀ 提高观察力，培养逻辑思维能力

✿ 把理念清楚完整地解释给孩子听

❀ 吸收丰富的知识、刺激深层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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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活动：“一笔画完”答案

～～～～～～～～～～～～～～～～～～

本期活动：《火柴谜题》
这次的挑战，就是要求同学们改变下面等式(equation)中一根火柴
的位置，但是在改变位置后，等式依然必须成立。正确解答有两种！
如果无法解开谜题，欢迎上天磊脸书(FaceBook)或Instagram去看解
答录像吧（答案将在11月公开）
！
https://www.facebook.com/SkylaceLanguageSchool/
skylacelanguage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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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文章：请好好珍惜那段空白
【作者：毕淑敏

来源：
《今日文摘》

简写：天磊编辑部】

小时上课，老师用粉笔在黑板上书写讲解，大体分为两种风格。
一种是写完后，讲课；讲完课，自己把黑板擦干净，再写。一
节课，反复擦写数次。下课时，黑板很干净，老师却满身粉尘。
还有一种风格，多为女老师采用。她们会充分利用黑板上所有
面积，不用擦黑板，就将本堂课所有要点写在黑板上了。下课时，
老师直接回办公室了。值日生则飞奔到黑板前，擦除满坑满谷的粉
笔字。一时间粉屑飘飘，烟尘四溅，灰头土脸。
私下里，我给这两种老师分别起外号“勤老师”和“懒老师”。
某日，一位“勤”老师突然变懒，他不再擦黑板，而是利用黑
板上的所有空隙板书当日功课要点。这可苦了我们，整个黑板乱得
一塌糊涂。老师还见缝插针，一条长蛇被腰斩成几截，蜷缩在不同
的角落里抖动着。
大家叫苦不迭，好不容易抄完，“勤老师”要值日生上来擦黑
板。值日生火速擦完退下。“勤老师”端详着说，不是很干净啊。
的确，此刻的黑板花白。“勤老师”找了块半湿抹布，—下又
一下缓缓擦拭黑板。不知“勤老师”是何用意，大家暗自叫苦，还
有多少板书要乱七八糟大写特写？
“勤老师”不慌不忙，换块干净抹布，将遗留粉笔痕迹的黑板
彻底清洁干净。此刻黑板黝黑发亮，如同海豚背脊，在阳光下闪着
水淋淋的青光。“勤老师”转过身问大家，现在黑板是不是很清亮？
大家异口同声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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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老师”又说，刚才那写满了字的黑板，是不是要想找到一
块空白地方，很难？
大家又异口同声地说，是！
“勤老师”说，刚才的黑板，就是我。现在的黑板，就是你们
大家。
我们面面相觑，心想何时变成黑板了？有这么黑吗？有这么像
长方形吗？
“勤老师”说，现在这块黑板好比是你们的脑子，干干净净，
可以写很多定律，可以画美丽图画。刚才那块黑板，相当于我的脑
子，已经用了很多年，写满了字，画满了画，再要写点什么，很不
易。所以，同学们，请记住，珍惜现在的大好时光。此刻你们的大
脑如同白纸，看过的书，字字入心。学到的知识，将会不离不弃陪
伴你们一生。切不可荒废了光阴，虚度了少年时。
下课铃响了。大家面对空无一字的黑板若有所思。在之后的岁
月里，我常常想起“勤老师”的话，尝试着多读书。
现在的我比当年的“勤老师”两倍老。我想说，“勤老师”是
对的。少年时代的学习会留下深刻记忆，镌刻在脑里，永不磨灭。
我现在的记忆，无论多么当心，还是像蜻蜓点水，可以激起涟
漪，很难留下痕迹。
所以，请珍惜你们的时光，请在这个年龄多读书，它会对你的
一生产生美好的影响。如果你不信，那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就会深
深遗憾。
“如果你不信，到了我这个年纪，就会深深遗憾”
这句话表达了作者的什么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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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异邦人：你读书，我免车票
【作者：殷海平

来源：
《意林·作文素材》

简写：天磊编辑部】

罗马尼亚是东欧一个迷人的国家，除了山河秀丽和多姿的黑海，
常年温度也非常舒适，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更重要的是，这
里的人热爱阅读，就算是上班族，每天乘坐公交车，都会随时随地手
xUn tBo

拿一本书阅读。这种文化的 熏 陶 ，让人感受到美好的气息。
公交车上，几乎人手一本书，你还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些
拿书的乘客，都不曾付过车费。
以前，人们在上车后，或坐或站，要么聊些家常，要么就是玩手
fRng

cI

机，有些人还会睡觉。媒体也多次 讽 刺不读书、不看报的人，但收
yKng lCn

效甚微。看着这些 慵 懒 的场景，罗马尼亚公民维克多米龙给克卢
日·纳波卡市市长发了一封邮件：我们的市民，不能过于疏忽读书，
xI

这会影响国家进步。我觉得如果要在短期内让市民利用空隙养成读书
的习惯，可以让在公交车上读书的乘客，免费乘坐……
但很多人都提出了异议：现在人们都依赖手机等快捷的电子阅
读，纸质书阅读很难推动。
可提议还是引起了市长的兴趣，他决定试行一周。于是，他先在
Facebook 上发起了“与书一起合影分享照片”就有机会免去植物园门
票或理发店免单的活动；另一方面，在各条公交线路上，只要乘客在
车上读书，就可以直接免票。
很多乘客带着好奇，想试试是不是能免费乘车，没想到这竟是真
的。有人说，不用备零钱的感觉很爽；还有市民说，原本一个月读一
本书都难，现在读三本都不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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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手中一本书的习惯，很快影响了整车乘客，如果你是游客，
会误以为自己走进了图书馆或书店，而不敢大声说话，大家专注地看
mDn yBn

书，好的习惯迅速 蔓 延 开来。
这大大出乎市长的预料，却是维克多米龙早
就想到的结果。有人不解，是什么改变了大家，
让人不再被手机控制，而专注读书？
带着好奇，有记者找到维克多米龙：“怎么想到车上读书免票的
办法，激起民众的阅读兴趣？”他笑着告诉记者：“其实很简单，用
奖励的方式鼓励人们读书，比批评要好。”接着他解释道：“我希望
罗马尼亚更迷人，让更多的游客记住我们这里的人文。”
公交车上读书就免票的措施，不仅让罗马尼亚多了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也丰富了市民的精神食粮。每天多读一点书，这样下去整个国
家都会有更大的收获。

【素材运用】“用奖励的方式鼓励人们读书，比批评要好。”这确实
是一个引导人们读书的好方法。维克多米龙提议市长“读书免票”的
举措，看似有点荒唐幽默，却让“读书”成为罗马尼亚城市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不管市民读书是为了免票，还是明白其中的意味而自发读
书，其实都在传递一个信息：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变化，读书都是人们
精神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适用名言】
读书之于精神，恰如运动之于身体。——美国发明家 爱迪生
【适用话题】读书的作用；创新方法；精神文明建设；回归传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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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乱扔垃圾
【小三 黄琪媗】

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天早上，妈妈带哥哥和妹妹到离家不
远的公园去散步。
zhDn

公园里空气清新，风景如画，朵朵鲜花 绽 开笑脸，各种
各样的鸟儿在大树上尽情歌唱。三三两两的游人，有的在亭子
nD

pGng

nLng

里纳凉，有的在草 坪 上踢球，还有的在花丛中赏花。他们在 浓
yFn zhP gDi

荫 遮 盖 的步行道上散步，一边欣赏花草树木，一边享受着阵阵
shU chDng

清风，一边谈天说地，心情十分 舒 畅 。
走着走着，妹妹肚子饿了，妈妈带着孩子们到长椅坐下休
mDi

息。妹妹想到可以吃东西了，高兴得手舞足蹈，掏出妈妈买的 麦
dAng lBo hDn bCo

当 劳 汉 堡 包，随手把包装纸扔在地上。妈妈看到妹妹的举动，
大吃一惊。妈妈耐心地教育年幼的妹妹说：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你应该把垃圾扔进垃圾桶里。”哥哥接着说：“新加坡是个花园
城市，如果人人都像你一样弄脏环境，我国就会变成垃圾城市。”
妹妹红着脸，低下头，立刻把垃圾捡起来，扔进垃圾桶里。
妹妹在公园里上了宝贵的一课，她以后再也不敢犯同样的错了！
你希望新加坡是什么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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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上图书馆
【小三

杨敏仪】

丽丽是个聪明又懂事的孩子，她热爱学习，在书堆里长大，
养成了读书的好习惯。
一个星期六下午，妈妈带丽丽到图书馆去看书。丽丽感到
很开心，因为这是她第一次去图书馆。
到了图书馆，丽丽先去儿童阅读区。丽丽选了两本书，把
书放在桌上，就坐在椅子上开始阅读。丽丽正在看书时，妈妈
看到一个男孩手里拿着一包虾饼，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丽丽的
妈妈上前阻止他，对小男孩说：
“图书馆里不可以吃东西，会把
图书馆弄脏的。
”小男孩低下头说：“对不起。”
丽丽继续阅读。当她正读得津津有味时，突然有两个小男
孩开始大声讲话。很多人立刻阻止他们。他们羞红着脸，向周
围的人说：
“对不起。
”
天色已晚，妈妈对丽丽说：
“我们应该回家了！
”丽丽说：
“好吧！”丽丽借了两本自己喜欢的书，笑得合不拢嘴。
她心想：以后一定会再上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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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给妈妈的礼物
【小三 黄湘婷】
qiAo

shAng

母亲节快到了，丽丽和玲玲两姐妹 悄 悄地躲在房间里 商
liBng

量 要买什么礼物。
“玲玲，今年的母亲节，我们送什么礼物给
huN

tiAo

妈妈？”丽丽问道。
“要不我们到附近的百 货 公司 挑 选礼物？”
chV

wQi

qVn

wQi

qVn

tuI

“啊！妈妈喜欢下 厨 ，我们给她一条围 裙 ，因为她的围 裙 褪色
了。”
huN

tiAo

chV

两姐妹走到附近的百 货 公司去 挑 选礼物。她们到 厨 房用
pHn bX

wQi

qVn

品 部门选围 裙 。丽丽的眼前一亮，她的手指着墙上挂着的一条
xiAn yDn

wQi

qVn

wQi

qVn

颜色 鲜 艳 的围 裙 ，说：
“玲玲，看！我找到了一条漂亮的围 裙 。”
guI

“真好看！我们就买下那条围裙吧！”她们俩到柜 台付钱，然后
带着愉快的心情回家去。
zhuAng jFng

母亲节当天，玲玲和丽丽把包 装 精 美的礼物送给妈妈，
chAi

wQi

qVn

lMng

妈妈 拆 开礼物，看到漂亮的围 裙 ，开心地笑了，笑得合不 拢 嘴。
妈妈说：“只要你们考到好成绩，我就开心了！
”
玲玲和丽丽笑着说：
“妈妈，我们会考到好成绩，让您更
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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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怪小猫
【小三

卓猷惠】

一个晴朗的星期五下午，小华放学回到家，家里空无一人。
他在客厅的桌子上看见一张便条，妈妈在上面写着叫他先去做
功课，然后才可以和朋友去楼下踢足球。他看了便条，高兴得
手舞足蹈，因为他最喜欢踢足球。
yCng

他本来准备先做功课，可是，他脚 痒 起来，
飞起一脚踢球。他觉得很好玩，所以一次又一次地
踢球。这一次，他用很大的力气踢足球，球打到门
kuAng

fCn tBn

chQn

liS

chV

框 ，就反 弹 回来，结果撞到客厅里的 陈 列 橱 。只听“砰”一
zAo gAo

pQn

声巨响， 糟 糕 ，妈妈最喜欢的花 盆 破了！
chQn

liS

chV

jFng

在 陈 列 橱 下面呼呼大睡的小猫听到了响声，马上被惊
xHng

chQng

fB

醒 ，跳起来，跑出去了。小华想：妈妈一定会 惩 罚我，怎么
办呢？小华左思右想。这时，他看见了小猫，心想：不如就说
pQn

是小猫打破花 盆 的。
yLu

傍晚时分，妈妈回来了。小华心里 犹 如十五
diDo tMng

pQn

个 吊 桶 ――七上八下。妈妈开门进来，看到花 盆
pQn

打破了，就问小华谁打破了花 盆 。小华结结巴巴
地跟妈妈说：
“妈……妈……是……小……猫……打破的。
”妈
dCn

cCn

妈听了，拿起鸡毛 掸 子开始打小猫。小猫“喵……喵……”地 惨
cBn kuI

duL kuDng

叫着。小华觉得 惭 愧 ，眼泪 夺 眶 而出，连忙说：
“别再打猫了！
dCn

是我打破花盆的！
”妈妈听了，把鸡毛 掸 子放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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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吗？为什么怪小猫？刚才为什么没讲实话呢？”
“妈妈，对不起，我错了。
”小华说。
mDi

小华把事情的来龙去 脉 原原本本告诉妈妈。妈妈看到小华
xiU kuI

liDng

羞 愧 的样子，原 谅 了他。
zQ

guDi

pQn

妈妈说：
“我不责 怪 你了，花 盆 是身外之物，诚实的人品
才是妈妈最珍爱的礼物。
”

想一想：
tCn bBi

chQng rSn

pQn

如果小华一开始就坦 白 承 认 是自己打破花 盆 的，
dCn

会怎样呢？你认为妈妈也会用鸡毛 掸 子打他吗？
如果真是小猫打破花盆的，妈妈就应该打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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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钱包
【小四 王睿锋】
lGng

nCo

jFn

聪明机灵 的力洋很爱动 脑 筋又热心助人。
一天，力洋到一家热闹的购物中心去。他看
fV

jiCn

到自动扶梯旁边有一个钱包。力洋捡 起钱包，走
wX guI

tBi

guCng bK

zhAo lHng

qH

到服务 柜 台，要通过 广 播播出失物 招 领 启事。
juCn

xiKng

S

这时，一个有着一头 卷 发、长相 凶 恶的年轻人走到力洋面
前说：
“小孩儿，快把钱包还给我！
”力洋说：
“你知道里面有什么吗？”
tuBn

年轻人说：
“哦……钱包是我的！别问这么多！
”力洋的心头升起一 团
yG

nNng diU

疑云，说：
“真是你的吗？怎样 弄 丢 的？”年轻人说：“我走路的
nNng diU

zhSng

时候不小心 弄 丢 的。
”力洋又说：
“你怎么 证 明这是你的钱包？”
wQi

guAn

qG

wQi

guAn

很多 围 观 者在力洋和年轻人旁边。其中一个 围 观 者说：
“不
bDo jHng

kuDng

miDo

liU zhF

jG

如我们 报 警 吧！
”年轻人见情 况 不 妙 ，马上溜 之 大吉。
fV

wX guI

tBi

力洋把钱包交给服 务 柜 台。真正的失主来了，有人把刚才的
guF

事一五一十地说给真正的失主听。钱包物归 原主，钱包的主人称赞
zhI

shG

mSi

力洋聪明机智 ，拾 金不 昧 。
力洋的心里像吃了蜜一样甜，他带着愉快的心情回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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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人为乐
【小四

林嘉祎】

“铃……铃……”下课的铃声响了。同学们开心得像飞出
lLng

fPn

笼 子的小鸟，纷 纷“飞”回家。小光像平时一样，背着书包开
开心心地走回家。
zhDng

Di

回家的途中，小光在购物中心前的无 障 碍通道附近，看
cAng

zhNu wQn

cBn zhDng

lVn

到一位白发 苍 苍、满脸 皱 纹 的 残 障 老人。老人坐在轮 椅上，
qFng

bAn

lVn

shA

lVn

lVn

上身前 倾 ，左手 扳 动轮 椅手刹 ，右手按着轮 椅扶手。可是轮 椅
zhDng

wQn

sF

guK

发生故 障 ，纹 丝不动。老人急得像热 锅 上的蚂蚁，满头大汗。
mX

看到了这一幕 ，小光急在心头，决定主动帮忙。他走上前，
lVn

对老人说：
“老爷爷，我帮您推轮 椅，您可以告诉我您要去哪里
吗？”老人告诉了小光他要去哪里。
cBi

Ci

lVn

jiDng

身材 矮小的小光吃力地推着轮 椅，好不容易才 将 老人送
mX

dG

dI

shX

mW zhH chPng zDn

到目 的地。老人 竖 起拇 指 称 赞 小光。小光的心里比吃了蜜还
wQi

甜。这时，有很多人围 过来，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老人把事
mDi

fPn

kuA zDn

情的来龙去 脉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们。大家纷 纷 夸 赞 小光是
个热心助人的好孩子。
mQi gui

yV

“送人 玫 瑰 ，手留余香”，小光做了一件好事，心里乐开
jI

xX

了花，带着愉快的心情继续走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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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爱
【小四
qiBng

王礼杰】

wRi

明 强 、小刚和伟 华是好朋友。一天，他们约好到国家公
tDn xiCn

园去探 险 。
公园里，空气清新，他们一边走，一边谈笑
S

shI xiKng

风生。一只恶狗突然来势 汹 汹地对着走在前面的
kuBng

fSi

zhuDng kuDng

明强 狂 吠。明强被这突如其来的 状 况 吓得脸
tAn

lGng

lGn

wPi

色发白，瘫 倒在地。机灵 的小刚临 危 不乱，马上捡起一块石头，
S

rPng

yH

jF

S

S

向恶狗 扔 去。石头不偏不倚地击中恶狗的眼睛。恶狗痛得大声
Ai

hBo

dCn

wRi

bB

tuH

哀 嚎 ，飞快地跑掉了。胆 小的伟 华却十分害怕，拔腿就跑。他
zKng

跑得无影无 踪 ，不知去向。勇敢的小刚连忙把倒在地上的明强
扶了起来。
明强对小刚的拔刀相助非常感激。如果没有小刚及时救
他，他就会有生命危险。过后，明强和小刚一起去找伟华，继
续他们的探险活动。
朋友之间只要互相帮助，互
相关爱，这个世界就会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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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快的一天
【小五

陈柏逸】

在一个星期天早上，天气晴朗，凉风习习。考完试后，爸
爸为了让我放松一下，让我和朋友们到海边游玩。
到了海边，我和我的朋友丽美和美美在
绿油油的草地上放风筝。五彩缤纷的风筝在蔚
蓝的天上飞翔着，有凶狠的老鹰、身体长长的
蜈蚣、艳丽的蝴蝶和展翅高飞的小鸟。一开始，
我不知道怎么放风筝，风筝总是飞不高。丽美和美美耐心地教
导我后，我的风筝也飞上了高空。我望着蓝天上的风筝，喜悦
的心情非笔墨所能形容。
中午时分，我和朋友们都觉得饥肠辘辘。幸好，美美带了
食物和野餐垫。我们把野餐垫放在地上，把食物摆上去，就开
始大快朵颐了。我们吃得津津有味，把一切的烦恼都抛到九霄
云外。吃完后，我们休息了一会儿，就到海里游泳。
美好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一眨眼，已经夕阳西下。我们
就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海边。
这真是愉快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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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助
【小五

徐睿璘】

我们这一层楼邻居之间感情很好。如果我们当中有人遇到
困难，邻居们一定会帮忙。记得有一次，我最好的邻居小美的
家，差点儿被贼偷了财物……
我和小美的关系很好，我们妈妈的关系也很好。平时在走
廊见面，我们会互相打招呼问好。有时，我们会互相分享故事
书和美食。我们偶尔也会请小美一家到我们家做客。我和小美
会一起做功课，我们的妈妈则会一起谈天，吃美食。
这一天，我从学校回到家，就看到一个陌生人在小美家门
外走来走去，还东张西望。因为我见过小美的家人，我知道这
个陌生人不是他们的家人。他看来鬼鬼祟祟的，很可疑。我开
始想：他是不是来小美的家偷东西？但是他也有可能是小美那
位很久没见的叔叔，我也还没见过那位叔叔呢。
dUn

就在这时，这个陌生人突然 蹲 下来，从包包里拿出一个工
qiDo

具， 撬 开了小美家的门锁！我睁大了眼睛，不敢置信！啊！他
真的是来偷小美家的钱的！
我就静悄悄地回到了家，悄悄地打开了门，再悄悄地关上
门，跑到电话旁，打电话报警。
“喂，是警察吗？在我邻居家门
qiDo

外，有一个可疑的陌生人，他从包包里拿出工具来 撬 开门锁，
看来是要进去我邻居的家偷东西。你们快点来！快来！我的地
址是天磊路 60 号，我们住在九楼。快来！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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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会儿，警察来了。他们包围了小美的家，成功捉住
zQi

了那个贼 ，把他带回警察局。这时，小美和她的妈妈正好回来
了。有警员跟她们俩说了刚刚发生的事。她们听了，对我说了
一声谢谢。我的妈妈知道了这件事，很高兴地对我说：“美李，
你做得对，做得好。
”我的妈妈也请小美和她的家人到我们家玩。
我和小美玩得很开心，小美一家人都很感激我。
今天我帮了小美和她的家人，以后我有困难时，他们一定
zSng

yV

也会帮我。今天我学到了“ 赠 人玫瑰，手留余香”，帮助了别
人，自己也会感到快乐。更何况“远亲不如近邻”，邻居之间本
来就应该守望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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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事件
【小五 林家萱】
mPn

在一个 闷 热的星期六傍晚，林先生吃完晚餐后，坐在沙发
wX

上，和往常一样，开始吞云吐雾 。真是饭后一根烟，快乐似神
仙。他一边抽烟，一边看报纸。看完报纸后，他随手把报纸扔
在地上，然后接着看第二份报纸。
一阵凉爽的风吹了过来，林先生读着报纸，不知不觉睡着
hAn

chuG

了。他打着 鼾 ，睡得十分香甜，双手 垂 落下来，那支还没有熄
yH

灭的烟头不偏不倚地掉在地上的报纸上。报纸慢慢燃烧起来，
shI

风助长了火势 ，屋里顿时浓烟滚滚。
qiAng

正在厨房里收拾碗筷的林太太闻到了 呛 鼻的烟味，立刻
jiDn

跑到客厅看个究竟。只见客厅内火光乱溅 ，林先生还在沙发上
呼呼大睡。
“快起来啊！着火了啊！”林太太大声惊呼。从梦中
惊醒的林先生看到着火了，吓得目瞪口呆，一时不知所措。夫
fW

妻俩惊魂甫定，飞快地跑到厨房，拿起水桶装水灭火。可是火
mDn yBn

shI

jiQ

势迅速 蔓 延 ，吞噬 了整个客厅。林太太声嘶力竭地向左邻右舍
求救。邻居们闻声赶来，七手八脚地帮忙灭火。但见火光冲天，
大家只能望而却步。其中一个邻居临危不乱，拨电通知消防局。
niW

gW

就在危急时刻，消防员赶到了。他们扭 开水龙头，一股水
就从水管里喷了出来，好像一条银蛇，对抗着可恶的火怪。在
消防员的努力下，终于成功把火扑灭了。他们知道起火的原因
后，严厉警告林先生要注意安全。林先生知道自己太大意，差
niDng

jiS

点 酿 成大祸，羞愧得无地自容，心想：“我要戒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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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遇险记
【小六

梁晋希】

记忆像一张渔网，捕捉生活中各种难忘的事。随着岁月的
流逝，有很多事我已经渐渐淡忘了。但有一件事，却像树根一
样，牢牢地扎在我的脑海里，挥不去，也抹不掉。
那天早上，风和日丽、阳光明媚，天空瓦蓝瓦蓝的，就像
用水洗过一样，天边的云显得格外白。我们全家人一大早就出
发，要到海边去玩个痛快。那是我盼望已久的事，那天终于如
愿以偿了。坐在车里的我高兴得手舞足蹈。
到了海边，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大海。蓝蓝的天连接
着蓝蓝的海，海上还吹着微风。远处风帆点点，眼前一排排的
椰树随风起舞。
爸爸租了一艘独木舟，我和爸爸迫不
及待地投入大海的怀抱。我坐在独木舟前
面的位置上，爸爸坐在后面。我们一起合作，向大海深处划去。
我们越划越起劲，玩得不亦乐乎。
突然，天气变化很大，天空乌云密布。天上也不时传来一
阵阵雷声，眼看就要下雨了。海面上刮起了强风，爸爸着急地
说：“快要下雨了，我们回去吧！”正当我们要划回岸边时，一
阵狂风掀起巨浪，把我们的独木舟打翻了，我们都掉进海里了。
幸好，我们都穿着救生衣，可以慢慢地游向岸边。游啊游，
23

突然，我的双脚开始抽筋，身体不听使唤，我在水中拼命挣扎，
大声喊救命。爸爸想游近我身边，可是浪太大了，不断地把爸
爸冲走。
岸边的两个人看到眼前这一幕，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跳进海
里来救我们。妈妈看到了，吓得目瞪口呆，呆若木鸡，不知所
措。见义勇为的两位叔叔游向我们，把我们救到岸边。
妈妈见到我和爸爸平安无事，心头的大石落下来，松了一
口气，频频地向那两位救命恩人道谢。
生命是很宝贵的，我们要好好珍惜，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
幸好，这次的海上遇险，我和爸爸保住了性命，不然后果不堪
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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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堂风波
【小六

周祉仪】

一个星期二早上，蓝蓝的天空飘着朵朵白云，真是一个风
和日丽的早上。
“铃……铃……”美妙的放学铃声响了，同学们
兴高采烈地冲出课室，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去食堂，整齐地排队
购买食物。可是班上的调皮大王――小明――这时却横冲直撞
地跑过来插队。
小明是一个顽皮的小孩。他很喜欢捉弄其他同学，所以同
学们都不喜欢他。这时，只见小明一边得意洋洋地笑着，一边
用手去拉小花的发夹。同学们看了，都敢怒不敢言。
明华和小华买好食物后，端着热腾腾的鱼丸面，找到了位
子坐下来。可是，小明又来捉弄他们了。小明走到他们的桌前，
还伸出舌头，大声喊叫，让明华和小华失去了胃口，但也无可
奈何。
他们只好不理他，赶快吃完他们的食物。他们正吃得津津
有味时，突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就在这时，小花买好了食物，正向着明华和小华的位子走
去。小明一转身，又朝着小花大吼大叫，小花被这突如其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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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Qng

jiDn

声音吓得手一抖，热 腾 腾的鱼汤溅 了出来，烫伤了小花的手。
她痛得哇哇大哭起来。小华和明华看到了，吃了一惊。幸好有
一位老师正在买食物，也看到了这一幕。老师连忙吩咐小华和
明华：
“小华，你快去找清洁工人来帮忙清理地板上的鱼汤。明
华，你快带小花到我的办公室去。”
老师在办公室里找到了药膏，帮小花抹被烫伤的地方后，
把小明叫来，狠狠地骂了小明一顿。小明惭愧地低下头，脸红
了起来，对老师说：
“对……对不起，老师。我再也不敢了。我
会跟小花说对不起的！请您原谅我。”老师听了，语重心长地说：
“小明，你太顽皮了！今天你惹的祸，希望你能牢记！不要再
犯同样的错误了。
”
所谓“经一事，长一智”
，经过这件事后，小明再也不敢
做一个顽皮的小孩了。从那天开始，小明变得懂事、有礼貌，
老师和同学们为此都感到很欣慰。
在用餐的地方，因为有滚烫的汤水，是要注意
安全的地方。小朋友们在学校食堂，要记得：
1. 不要奔跑、玩闹
2. 不要你推我挤
3. 坐下或离座时，要注意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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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一次难忘的经历
【中一

陈柏璇】

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许多的第一次，有第一次坐飞机，第
一次变魔术，第一次……但是在我许多的“第一次”里，令我
最难忘的就是我第一次溜冰。

每当我看到我的奖杯，我就会想起我第一次溜冰的情景。
记得那时，我经过溜冰场看到哥哥姐姐们在表演溜冰，看起来
很酷的样子。我梦想有属于自己的溜冰鞋，陪他们一次表演溜
冰。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看见桌上有一个盒子。我把盒子打
开，看到一双新的溜冰鞋。原来是爸爸为了帮助我实现梦想而
买的。每个星期一、三、五，我回家做完作业后，爸爸会带我
到溜冰场上教我怎么溜冰。
起初，爸爸会扶着我的腰，我就站在冰上让爸爸推着我前
hQng

进。最初，我无法保持平 衡 ，很怕自己会滑倒。溜了几圈后，
我没那么紧张了。我自己慢慢开始在冰上溜。爸爸看到我开始
自己溜冰了，就放开了他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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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的手一放开，我的脑就突然一片空白，慌了。我一时
不知所措，脚一软，就滑倒了。我的脚撞到了溜冰场的边缘，
痛得我眼泪滴滴嗒嗒地向下流。爸爸看到了，立刻向我的方向
冲了过来。
“勇志，对不起，我看到你自己会溜了，所以就放手了。
学溜冰的过程中，一定会滑倒的，可是你一定要坚持下去。从
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你不可以依赖我，要我陪在你身
边。如果你要参加比赛，我不可能一直在你的身边扶着你。你
一定行的！等你的脚不痛了，我们继续练习，好吗？”爸爸说。
听完爸爸说的话，我的心情好多了。我觉得爸爸说得很有
道理。我将来是想要像大哥哥大姐姐们一样自在地溜冰，当然
不能一直依赖爸爸。我擦了擦眼泪，向爸爸点了
点头，答应爸爸我不会放弃，一定会坚持下去的。
我每次练习溜冰时，都会付出百分之一百的
努力。跌倒时也不再哭，我会爬起来再继续。
我终于学会了溜冰，现在还经常参赛，比赛
经验很丰富。我不但学会了溜冰，也学会了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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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选佳作：
“小”事不“小”
【小五

马可海洋】
nBn jFng

我知道培群学校会安排五年级学生到 南 京 去交流学习，从
四年级开始期待自己能参与这个活动。一年过去，我终于升上五
年级，眼看就有机会出国了。第一关是面试，要是连面试也没有
被选中，根本就没有希望了。老师交给我面试表格时，我的心里
乐开了花。我可以去南京的希望又多了一点。
面试过后，我一天一天地等着面试的结果。过了几天，老师
叫我们到礼堂后面，把选中的人名字一个又一个地念出来。可老
师一直没有叫到我的名字，我很紧张！
“马可海洋！”啊，我终于
听到了我的名字，兴奋得想在礼堂跑一圈。
nBn jFng

huD yGng

lX

yGng

要去 南 京 必须先参加文 化 营 ，训练自己。对于这次露 营 ，
我也很期待。我就要这么离开家吗？妈妈要是知道了，肯定会哭。
可是，这次出国，我可以让妈妈知道我可以自己照顾自己。
yGng

shKu huN

三天两夜的“中华文化学习 营 “真是让我 收 获 不少啊！
dA zhDng peng

yGng

我们做了很多有趣的事，例如：搭 帐 篷 、唱 营 歌“生命之河”
、
lI

shH

duCn

jX

kRn

玩游戏、上历 史 课和学习课外知识、演 短 剧和办 恳 亲会。
shPn kS yIn xiDng

其中让我留下最 深 刻 印 象 的是：学习自理。
shMu

jFng yD

wRi

首 先，我很 惊 讶，因为我是在三十六个学生里，唯 一一个
wX

rLng

jiCn zhG

从来没有做过家务 的人。这不是光 荣 ， 简 直 是丢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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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X

yGng

xH

wCn

sCo

zhRng

lH

在露 营 时要自己洗 碗 、打 扫 学校、 整 理“房间“等。这
jIng

jiAo

些事都很容易，可是我都 竟 然要人 教 我，感到有点不好意思。我
jF

jG

zhKng

wX

很积极学习， 终 于学到了怎么做这些家务 ，觉得很开心。
就在我觉得我有一点“成就”时，老师要我们背着“宝宝”
打扫课室。什么宝宝啊？男生怀什么宝宝啊？打扫课室对我来说
已经很辛苦了，现在还要背着重重的书包“宝宝”做工，真是太
yDn

huBi

yXn

难受了！但我也因此体 验 了妈妈 怀 孕 的辛苦。
tDn

最后，就是让大家摇头叹 气的“苹果事件”。第二天，我吃
xiAo

了午餐后，老师同学们都问我为什么不吃没 削 过皮的苹果。我没
kRn

rRn

吃过，所以不 肯 吃，想要跑掉时，只见到老师一边摇头一边“忍
xiAo

无可忍”地对我说：
“马可大小姐，要帮你 削 皮吗？”我满以为
xiAo

chKng mCn

xF

wDng

他是真的会像妈妈一样帮我 削 皮， 充 满 希 望 地说：
“好的，
pRng

fX

谢谢您。
”这时，老师和同学们都 捧 腹大笑。我又再一次丢脸，
tUn

很不好意思地把苹果吞 下去，脸应该比苹果还红。
总的来说，我以前以为自己照顾自己是很容易的，可是现在
tiCo zhDn xIng

知道那是多么富有 挑 战 性 。老师跟妈妈说别把我照顾得太“周
jiCn tCo

juQ dIng

nBn jFng zhF xGng

到”
。我们母子经过 检 讨 ，也决 定 要做出改变，为“ 南 京 之 行 ”
fAn

做出一番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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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ng wW

xiB

shS diAo yFng xiLng zhuDn

金 庸 武 侠 世界：射 雕 英 雄 传
shS

lX

xiB

yH

bI

yuAn

shF

“飞雪连天 射 白鹿，笑书神侠 倚碧 鸳 ”，不是诗 ，
yKng

wW

xiB

chuDn

而是用作家金 庸 14本武 侠 小说书名的第一个字 串 成
fAn

jX

shS

diAo

yFng

xiLng

zhuDn

的。这次我们只重点介绍多次被翻 拍成电视剧的《 射 雕 英 雄 传 》。
tDo

这套 书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呢？
xIng

tS

首先，因为书中人物个 性 鲜明，各有特色，让人很容易
chCn

fBn

对角色 产 生感情（可能是喜爱，也可能是厌恶）
。但凡 读过
xiQ

dV

dI

gDi

书或看过电视剧的，都会记得东邪 、西毒、南帝、北丐 、中
guK

jIng

rLng

tiR

神通、 郭 靖 、黄 蓉 、江南七怪、杨铁心、李
xF

ruN

yBn

hLng

萍、杨康、包惜 弱 、完 颜 洪 烈等人物。
huBn

kNu

再者，书中情节丰富，各种事件 环 环相 扣 ，
jI

niP

让人为书中人物的际遇紧张担忧、喜悦庆幸、捏 一
hDn

sKng

guK

jIng

zRn

me

wW

把冷 汗 或 松 一口气。到底“笨蛋”郭 靖 怎 么 学会一身好武 功，
rLng

zRn

me

zhI

yuAn

wang

shA

zRn

me

zhSng

身受重伤的黄 蓉 怎 么 被治 好，被 冤 枉 杀 人的黄药师 怎 么 被 证 明是
qGng

jiQ

yHn

rQn

rX

shSng

清白的……种种 情 节都非常引 人 入 胜 。
cH

wDi

shDn

chBng

rLng

此 外 ，金庸也 擅 长 在故事中 融 入真实
lI

shH

chQng

历 史 背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血有肉的 成
jG

sF

hDn

fPng

fX

cQng

吉思 汗 (Genghis Khan)，丰 富了故事的 层 次，
zPng

tiAn

yuS

增 添 了 阅 读的趣味。
guAn

shCng

shS

diAo

yFng

xiLng

zhuDn

jX

希望同学们能在假期里 观 赏 《 射 雕 英 雄 传 》的电视剧，或者
tiCo

zhDn

yuS

dV

yuBn

zhX

jIn

qGng

xFn

shCng

yKng

是 挑 战 阅 读 原 著 小说，尽 情 欣 赏 作者金 庸 笔下的精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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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site: www.skylace.com.sg

Email: skylace@singnet.com.sg

We are on

FaceBook
( search for skylace language school) and
Instagram (skylacelanguageschool) !
Blog: blog.skylace.com.sg
Head Office
Blk 261 Waterloo Centre
Queen Street, #01-09
Singapore 180 261
Tel: (65) 6297 1971
Fax: (65) 6297 0488
Opening Hours:
Mon - Fri 10am - 6pm
Sat & Sun 9am - 6pm
Close on public holidays
Bukit Batok Branch
Blk 158 Bukit Batok St 11
#02-222
Singapore 650158
Tel: (65) 6896 1983,
(65) 6297 1971 (Ms Lee)
How to get there:
Take bus 941 at Bk Batok Bus
Interchange, alight at the
4th stop.

Yishun Branch
Blk 846 Yishun Ring Road
#02-3631 Singapore 760846
Tel: (65) 6758 1971
Fax: (65) 6758 6727
Opening hours:
Mon (close)
Tue - Thur 10am - 6pm
Sat & Sun 9am - 6pm
Close on public holidays
Toa Payoh Branch
(Before & After School Care
services available)
Toa Payoh Lor 7 Blk 4 #01-125
Singapore 310004
Tel: (65) 6258 1971
Fax: (65) 6258 1971
Opening Hours of Student Care
Services & Office
Mon-Fri 7.30am - 6.30pm
Sat
7.30am - 1.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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