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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观察

十岁，洋溢着童年的快乐，
浸润着成长的喜悦。为了让孩
子们体会成长的快乐，培养他们
感恩的情怀，树立责任意识，近
日，市城南实验小学为三年级全
体学生举行了以“感恩成长 筑梦
启航”为主题的十岁成长仪式。
教师和部分家长代表在报告厅
共同见证了孩子们的成长。

成长仪式在动感十足的架
子鼓表演《逆战》中拉开序幕。
激情饱满的朗诵《今天，我十岁
了》洋溢着成长的快乐，孩子们
用充满激情的宣言感恩着过去，
展望着未来。歌曲联唱、舞蹈、情
景剧等表演，展示了孩子在家里
和学校的点点滴滴。当天，家长
们还为孩子们送上了一份特殊的
礼物——《爱的成长印记》视频短
片，勾起了孩子们美好温暖的回
忆。学校从中精心评选出了20
个特等奖作品，制成合辑在现场
大屏幕上展播，短片里带着满满
的殷殷期盼，饱含着浓浓的祝
福。父母们还为孩子们准备了饱
含情意的“爱的信笺”，孩子们默
默阅读，静静铭记父母爱的叮
咛。孩子们心存感恩，为父母送
上亲手制作的感恩卡，把心底最
真挚的爱化成一个大大的拥抱。

十岁，有美好的憧憬；十岁，
有五彩的梦想。亲爱的孩子们，
成长路上愿你们：心怀感恩，逐
梦远航！
（图片由市城南实验小学提供）

感恩成长 筑梦启航
市城南实验小学举行十岁成长仪式

宜兴市城南实验小学 黄飞云

阳光明媚的下午，我在院子里
玩。突然，不远处，隐隐约约传来
一阵“叽叽”声。

起初，我以为声音从草丛里传
来，于是充满好奇心的我在草丛里
四处寻找。找了一番才发现声音
来自草丛附近的下水道。我眯着
眼，往下水道里望了望，发现一团乱
蓬蓬的茅草中有个小东西在动。我
伸直手臂，把那个小东西拎了出来，
竟是一只羽毛还没长全的小鸟！那
个小东西怎么会到这里来？我抬头
看了看，恍然大悟，原来下水道旁
有棵树，树梢上还有半个鸟窝。估
计前一阵子大风把小鸟不偏不倚
刮进了下水道。咦，鸟爸爸和鸟妈
妈呢？它们或许出去找孩子了，不
知道什么时候回来。看来需要我
收养它了！我把小鸟捧在手心带回
家，用纸盒给它安了个屋，拿来小米
喂它，“叽叽”，吃到食物的小鸟一
下子有了精神，叫得更欢了。

转眼半个月过去。在我的精
心喂养下，小鸟长出了较丰满的羽
翼，可以飞一段距离了。一天，我
带它来到院子里，惊喜地发现两只

大鸟正站在树梢上。我猜一定是
它的爸妈来找它了，我用力把小鸟
往空中一抛。鸟妈妈和鸟爸爸立
刻俯冲下来迎接它。我原以为小
鸟一家会立刻飞走。没想到那只
小鸟转过身又朝我飞来，我情不自
禁地伸出手接住了它。鸟爸鸟妈
见了，又飞回了树上，一脸无奈地
盯着我。又试了几次，结果与第一
次一样，我只能又把它带回了家。

接下来的几天，小鸟的爸妈都
站在树上叫着。那两双豆大的黑
色眼睛仿佛在说：“请把孩子还给
我！”可这不能怪我呀！是小鸟自
己不想走的。直到有一天，它们失
望极了，飞走了，再也没回来。小
鸟长得越来越漂亮了。它的一双
黑眼睛像黑宝石一样闪闪发亮，一
身软软的羽毛摸起来暖暖的，舒服
极了！

渐渐地，我与小鸟有了深厚的
感情，但一想到鸟爸鸟妈失望的神
情，我还是一有空就把它带到院子
里，希望小鸟振翅高飞，找到爸爸
妈妈，一家子快快乐乐地生活在一
起。 指导老师：张淑君

什么是艺术？
本以为当一个人能靠近月

亮的时候会是诗意的圆满, 毛姆
却写出了月光投射下背影的悲
凉和孤独，这并不是一个艺术家
追求梦想浪漫而热情的故事。

艺术本身是残忍的，而故事
中的画家，他的性格和经历是一
种残忍，毛姆对人性的揭露又是
另一种残忍。故事以平凡开始，
着眼于一个普通的证券经纪人
家庭，却以疯狂和震撼结束，画
家在南半球的孤岛上壮烈地结
束了一生。

为什么画家不选择继续当
一个证券经纪人安享幸福，而选
择画家颠沛流离的一生？为什
么画家选择出走，远远离开现代
文明而寻求原始森林的庇护？
我觉得神秘的创作欲是一个方
面，而现代社会种种荒诞和压抑
是另一方面，也许还有一个方面
是毛姆极力想要形容出来的一
种玄妙的存在。或许正是人类
瞬息万变的思想和头脑本身，有
时候就是没有道理，就是灵光一
现醍醐灌顶。

变化的思想和强烈的愿望
给了每个人无数的可能，但把画
家逼出文明社会的除了这些，还
有这社会本身虚伪、势利、呆板、
不合理。从他选择出走的那刻
起，他就毅然决定不用任何现代
文明的标识来界定自己，穷困、
悲惨、狼狈都失去了原本的意

义，对于一个入魔的画家来说，
现代文明的光辉和桎梏都不再
有任何意义。

艺术的确是一种玄妙的东
西，它让人窥探到人类的内心和
人的无限潜能。我想不仅是艺
术家，每个画画的人都是这样。
如果能描绘出让自己内心深受
震动的画面该有多么狂喜，可大
多数还是无法很好地表现。就
我所看到的，的确不少画手都有
很重的抑郁情绪。抑郁的人也
许是天生的画家和诗人，他们用
自身十倍的痛苦换取一幅令人
震撼的作品。画家的死亡之所
以震撼人心，不仅是他临终时画
出的那幅宏伟的壁画，更有别的
什么。至此，画家已经把折磨他
的创作欲转化为一种震撼世人的
力量，来自艺术的力量。他以死
亡升华了自己，也升华了艺术。

艺术真是人类绝妙的创
造。它让画家在月亮与六便士
之间选择了可望不可及的月亮，
而毛姆将艺术又或者是社会的
美与丑呈现给读者的同时，其实
也窥视着我们的内心，为我们留
下了一道意味深远的选择题。

“灵魂禁锢在肉体中，与肉
欲斗争，与世俗的生活斗争，想
摆脱一切获得自由。往往，大家
臣服于生活，或协调在生活之
中，伟大之人在于不顾一切地去
挣脱束缚，最终获得自由。”这，
就是艺术。

海浪轻抚着沙滩，舒云漫
卷。热带的阳光照着破旧的渔
镇，照着岸边那只大鱼的骨架。

失败者圣地亚哥躺在他没
有床单和枕头的破床上，正做梦
梦见狮子。海风吹过他破旧的
屋子。作为一名渔夫，他很少捕
到鱼，运气差的时候，甚至一个
月都不能捕到一条鱼。就算他
捕到过的最大的一条鱼，也无法
平安带回。仿佛一切幸运都在
躲避着圣地亚哥。

但失败者圣地亚哥的身上，
总有种神秘的力量令我着迷，他
是一个坚毅、仁慈、勇敢的人。
在圣地亚哥捕鱼过程中，船被带
离原来的航线，遇上了大风，还
有鲨鱼追赶他，他屡遭磨难，险
些死亡，但他最终靠着不屈的意
志活了下来。纵然圣地亚哥是
个失败者，得到的也只有象征着
失败的大鱼骨架，但他虽败犹
荣。他的意志，从未败过。这是
他作为现实中的败者的骄傲。

所以败者绝不是弱者！失
败者圣地亚哥，活成了大海里的
强者！所谓强大，便是在绝处寻
求希望；在死亡中寻求生命；在
黑暗中寻求光明。是在面对困
难时从容不迫；在面对危险时波
澜不惊；在面对失败时泰然处
之。圣地亚哥无处不透露着强
者的风范，他在与世界作斗争，
在与生活作斗争，在与衰老、孤
独、贫穷、死亡作斗争。在世人
眼里，圣地亚哥是失败的，他一
贫如洗，孑然一身。但圣地亚哥
明白，他胜利了，他完完全全地
胜利了，那只反射着刺眼阳光的
大鱼骨架就是他胜利的证据！
圣地亚哥是个胜者，胜者往往孤
独，除了小男孩诺曼林会理解
他，其他人只会嘲笑他罢了。

强者是不会屈服于命运的，
即使命运让他不断失败、让他遍
体鳞伤，他依然会站起来，继续
前行，去夺回属于他的骄傲。

指导老师：姚建强

艺术？艺术……
——读《月亮与六便士》有感

江苏省宜兴第一中学高一（7）班 张敏霞

败者的骄傲
——读《老人与海》有感

宜兴市桃溪中学初二（8）班 胡宇翔我与小鸟的那些事
宜兴市实验小学四（5）班 周钊丞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回忆起
那次神奇的科技馆之旅，不仅让我
收获了许多科学知识，更让我爱上
了科学。

那天，进入科技馆后，我迫不
及待地向“儿童科技展区”奔去。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巨大的水龙
头。令人吃惊的是，那水龙头悬在
空中，正喷出水柱！我看了又看：
奇怪，水柱下没有水管支撑，水怎
么能源源不断地向上喷发？我不
禁好奇地伸手摸了摸：原来，水柱
里别有洞天，里面有个透明的水
管。它被水流密密地包围着，不仔
细看很难发现，于是就呈现了这匪
夷所思的一幕，让人以为“无源也
可有水”。

参观完“儿童科技展区”，我大
步流星地奔向“智慧区”。我最感
兴趣的是“马德堡半球”。只听

“哐”的一声，半球被我拉了起来。
“启动！”我激动地按下启动键，目
不转睛地观察着球体里的空气一
点点被抽空。我忐忑不安：“抽去
空气后，会发生可怕的事情吗？变
形？爆炸？”我不由自主地捂住耳
朵，小心翼翼地后退了半步。“叮！”
球变成真空状态了。妈妈告诉我，
真空状态下的球体会牢牢吸附在

一起，九头牛也甭想拉开。我半信
半疑地试了试，果然拉不开。我又
邀请妈妈和我一起，像拔萝卜般，
使出吃奶的劲儿拉，球依然纹丝不
动。“哧！”时间到了，空气被吸进球
体。还没等我使上劲，球体就被我
轻而易举地拉开了。这是为什么
呢？原来，将两个半球内的空气抽
掉，球外的大气便会把半球紧压在
一起，便不容易分开了。“马德堡半
球”实验真是有趣！

辞别了“智慧区”，我来到了“防
灾减灾区”，体验了一把恶劣天气。
寒风呼啸，飞沙走石，天昏地暗……
我心有余悸，默默发誓要争做绿色
小卫士。最后，我来到了“机器人
馆”。我如同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各
种各样造型奇特、本领高强的机器
人，让我看得眼花缭乱。据说象棋
机器人棋艺高超，人类难以匹敌。
我决定向它发起挑战。没想到棋艺
精湛的我不一会儿就被杀得片甲不
留，机器人大获全胜，我甚至都没想
明白自己是怎么输的。

就在我意犹未尽、想再战一回
时，工作人员柔声告诉我，他们马
上要闭馆了。时间过得真快，夕阳
西下，我依依不舍地结束了这次神
奇而有趣的科学之旅。

神奇的科技馆之旅
宜兴市湖滨实验学校六（5）班 王雨彤

《思美人》云：“登高吾不说兮，
入下吾不能。”九天求女，上而不
可，下也不能，在飞旋与现实之间
流连。这种始终与世间保持着一
定距离但又不脱离的境界为楚辞
提供了一条独特的超越之路，被
朱良志先生称为“悬在半空”式的
美学。

《离骚》者，犹离忧也。很显
然，楚辞的格调是忧郁的，初读《渔
父》一文，便对形容枯槁的三闾大
夫产生强烈的同情，同是怀才不
遇，为何渔父能够潇洒出世，随遇
而安，而屈原却坚决怀瑾握瑜，自
令放为呢？当屈原压抑不住内心
的悲愤大呼：“谁知吾之廉贞”时，

那又是怎样的凄楚可怜！
当荆轲抛下酒碗，乘着酒气，

拔剑起舞，一首悲壮的渡易水歌从
他胸腔中传出：“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自知不能生
还，却义无反顾地前往刺秦，鲍彪
评价他：“轲不足道也”。诚然，螳
臂当车的行为固然是无用的，但私
以为以个人的价值看，荆轲却是承
担了国家责任，不是一味逃避或苟
且偷安，而这种价值取向，则是楚
辞的美学价值取向。

张世英曾借康德语，将超越比
喻为一种鸽子：“真正哲人的鸽子
应该既不安于做洞穴中的爬虫，也
不要为真正的自由而诱惑，哲人们

还是做一个现实的鸽子吧，在天和
地之间乘着气流飞翔。”登高而赋
的楚辞，实则是只苦难的鸽子，上
至列缺兮，降望大壑。下峥嵘而无
地兮，上寥廓而无天。这只鸽子的
独特魅力在于，它不是以挣脱苦难
扶摇而上为目的，也不是以控于地
为目标，而是在飞翔中眷顾生命，
既能哀蟋蟀之宵征，也能悲回风之
摇蕙，更能哀民生之多艰。

再读《渔父》，他充满悲愤却愈
发坚定的回答似乎已经穿过时空
的限制，他不愿同流合污，因此与
世间保持自己廉洁的精神距离，但
又不愿抛下国家和百姓，又不脱离
这个时代，随渔父飞遁鸣高，避世

绝俗。这种矛盾而激烈的心理，恰
恰碰撞出属于楚辞独特的悲剧色
彩和美学价值。

这种美，不仅仅是语言或者形
式上的风韵，更触动着中国精神的
最隐微之处，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美
学精神。楚辞的超越精神是以一
种决绝的爱国精神和责任感为主
旨的，既不逃避也不抛离，王小波
在《万寿寺》结尾写道：“一切都在
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但我相信，
能创造出《楚辞》这样悲壮凯歌的
民族又怎会甘愿平庸堕落，一如辛
弃疾词云：“千古离骚文字，芳至今
犹未歇。都休问，但千杯快饮，露
荷翻叶！”

登高吾不说，入下吾不能
宜兴市第二高级中学高三（6）班 周 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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