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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離開工廠
我帶你去幽靜的森林看看
去探討諸多的自然奇景

親師合作專題：齊力扎根品格教育

校長 鄭陳宏

如何快樂奮力成長

壹、何謂品格教育（Character education）
儒家傳統的思想中，教子之道貴之以德，提出了要先成
「人」，才能成「才」。因此以「德」為成人之本，以「智」
為成才之源，是千古不變的法則。品格教育就是要讓孩子學
習「認識良善、喜愛良善、做出良善。」

我不和你談論火力發電
不和你談論那些熊熊的火焰
請離開工廠

如果我們教養出的孩子懂得做人做事，我們的教育才能
真正的落實。推動「品格教育」主要在於協助孩子了解、欣
賞、以及表現出好的行為。一個人所具有的好品德之特質必
須在好的環境中持續的模塑，進而展現出其可欲的行為。

我帶你去幽靜的森林看看
呼吸天清氣朗的空氣
如何沁人心脾

貳、品格教育的內涵核心概念
一、人性基本理念：悅納自己，尊重別人，性別性平權，家
庭和樂…
二、日常生活習慣：有禮貌，愛整潔，守秩序，有分寸，常
服務…
三、傳統倫理道德：孝順父母，尊敬師長，友愛同學…
四、民主法治信念：自由民主，守法重紀，社會公義…

我不和你談論石油
不和你談論那些惡臭的液體
請離開工廠
我帶你去幽靜的森林看看

五、當代思潮趨勢：環保，珍惜資源…
六、身心靈的宗教情懷：奉獻，服務，感思…

用眼睛捕捉那琳瑯滿目的昆蟲
如何展現強韌的生命力

參、實施品格教育時家長的重要性
做為品格教育的基地，家庭要扮演好第一道閘口，家長
成為孩子的加油站有下列幾項：
一、家庭共同相聚的時間是神聖的。
二、家庭成員互相認識可以使孩子獲得心靈的力量。
三、適當的讓孩子為家庭分憂。
四、珍視全家一起用晚餐的時間。
五、定期和孩子完成一件事。
六、建立固定的家庭傳統和儀式。

你久居充滿廢氣的城市
核能呀！火力發電呀！石油呀！
已經污染很多
這是急需改變的處境
你難得來到森林

七、和孩子一起玩遊戲。
八、在孩子睡覺前告訴他一些家裡的往事。

我帶你去美麗的森林看看
去體會體會森林

肆、教育少了品格，書念再好也沒用(代結語)
所謂「身教重於言教」，師長的一言一行對孩子的行為
與想法的影響不容忽視。「品格教育會改變全世界」因為品
格教育改變了個人，也就改變了社會、國家，最終藉由重塑
每個國家而改造全世界。當我們給孩子一點點，他們會用他
們的生命去放大，因此…我們自己就是給孩子最美好的生命
禮物。

如何努力的守護土地

本文摘錄:http://www.khjh.kh.edu.tw/character/news95-12/d1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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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一班

田若妤

我不和你談論

我最喜歡的表演

六年一班 翁聿嘉

六年二班

郭柔妘

前年暑假爸媽應我們姊弟的要求，帶我們去野柳海洋世

我不和你談論難過

界遊玩。當天除了探索海洋世界裡各種奇妙的生物、動物
外，我們還欣賞了精彩的表演:水上芭雷舞、海豚表演和高
空跳水表演。
野柳海洋世界已有 30 年的歷史，當天看完水族館，我
們提早排隊看海洋劇場表演。在觀眾熱烈掌聲中，帥氣的海
豚們一個個排隊出場。體型龐大，肥嘟嘟的海豚，看起來可
愛極了。表演開始，只見訓練員走出來，一聲哨響，一隻海
豚從滑梯滑到訓練員面前，挺起身體，張開雙鰭不停搧動，
好像向觀眾打招呼，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訓練員丟幾條小魚
給海豚吃，吃完，海豚向表演池游去。這時訓練員的手向上
一揮，海豚一躍而起，跳到兩米多高，在空中翻了幾個漂亮
的空翻，落到水中。觀眾歡聲雷動。接下來是空中飛人的精
彩演出，我看見一位穿緊身衣的訓練員，跳入水中，兩隻海

不和你談論那些痛徹心扉的往事
請離開房間
我帶你去廣大的操場走走
去看看火紅的太陽
如何拚命地發光發熱

我不和你談論生氣
不和你談論那些令人生氣的爛事
請離開房間

豚飛快了游過去，潛水底。幾秒鐘後，轟了一聲，訓練員飛
出水面，水面騰起水花，兩隻海豚並排把訓練員重重頂起，
他的身體在空中轉了幾圈，此時全場觀眾站起來拍手叫好。
看完海豚表演，我們繼續看水上芭雷舞，身材苗條的女
演員們，配合音樂的節奏，舞出優美的姿態。她們在水面上
優雅、漂亮的動作讓我大飽眼福。有時擺出天鵝的形狀，有
時擺出荷花的行，美麗極了!
最後我們看的節目是世界級的高空彈跳。這些跳水選
手，都必須接受長期的訓練，她們賣命表演，跳的高度不是
普通的高，足足有七層樓的高度啊!我光是想像要爬上去就
腿軟，真是佩服他們的勇氣。
爸媽帶我們去過很多遊樂園，看了很多表演，但我對野

我帶你去廣大的操場走走
去欣賞綠意盎然的大樹
如何平靜的遮住炎熱

我不和你談論無趣
不和你談論那些枯燥乏味的課業
請離開房間
我帶你去廣大的操場走走

如何快樂地的到處玩耍

柳海洋世界的表演印象最深刻，此刻仍如歷歷在目，我打從
心裡五體投地的佩服這些訓練員和運動選手，他們都是經過
長期的苦練，才有完美無缺的演出，奉獻給觀眾。所以凡事
都要有付出，才會有好的代價。

你久居平淡無奇的房間

我最喜歡的表演

去觀望一位位的學生

六年二班

黃宇洝

瞭望著無際的黑夜，看著璀燦的星晨，即使風景明媚亮
眼，卻遠不如那五彩斑斕的煙火耀眼而美麗，看那奼紫嫣紅
各式花火，我的心，不禁悸動了一下……。
不如鄰友對歲月的感嘆，我特別期待跨年晚會的煙火表
演，因為那是一年只有一次的盛大表演，金、銀色的煙火，
如雪般飄下，紅綠色的花火，高高的向天際飛去，大朵大朵

難過呀！生氣呀！無趣呀！
已煩惱了很久
這是輕鬆悠閒的假日
而你難得出來走走

的煙花，向小鳥展翅在天空翱翔般，飛進了我的腦海，耀眼
的令我睜不開眼，炫麗的花火直沖天際，張了它大大的雙
翼，擁抱著我的心靈，令我倍感的溫馨，這樣的感受，可得
來不易，我緊閉雙眼，想像著我和它一樣向天飛去，多麼自
由啊!雖然會場人山人海，但我仍大飽眼福。
看著合歡山的漫天星晨，遙望著山巒與星星之間，一眨
眼，流星墜落天際，明明是一樣的時間，卻看見了不一樣的
風景，稀疏的幾顆零星，和數也數不清的成群星座，讓我不
經思考了人和大自然的關係，人類的貪婪和利益，令自然生
態沒了往昔的明媚姿態，但，人類殺戮固然可惡，可大自然
的反撲，卻更為可怕，在看美麗煙火的同時，美麗的藍天，

我帶你去廣大的操場走走
去體會體會萬物
如何努力的展現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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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耀眼的星辰，卻漸漸離去，在人類的生活更方便時，大自
然卻苦不堪言，或許人們覺得，樹砍了，再種就好了，水髒
了，再清就好了，天熱了，吹涼就好了，但是，傷刻了，卻

心畫圖。擁有鼓勵的我再次專心的看著畫紙拿起筆，把自己
的繪畫技巧發揮淋瀝盡致。當我看見自己的作品時，非常開
心也非常訝異，我萬萬沒想到自己居然有這麼大的實力。真

是無法抹滅的痕跡，或許以後再看任何事情時，也能為大自
然想一點，做一點，只有從人們開始保護自然，才能擁有最
好的生活，否則，迎來的只有毀滅。

不敢相信那句話居然可以給人無比的力量呢！
一句話可以改變一個人的想法，可以帶給一個人力量，
僅僅只是一句話，能帶給人正面的想法，能成為一個人情緒
的出口，這句話讓我受益無窮，教我懂得不要害怕失敗，要
勇敢朝自己的夢想前進。

四季

六年三班

黃妍捷

今天看了一部叫「孤味」的電影，這部電影在演一個女
人面對先生離開，獨自撫養小孩長大，直到老年，先生過世，
她才開始學會放下的過程。
我並不是很了解，因為我認為很多事情不是忘了就好嗎?
但媽媽說一個女人的一生就像四季，說要忘既困難又容易。
當小女孩一出生，就像春天來臨。百花齊放，小鳥也在

我心目中的臺灣

六年五班

徐湘芸

我心目中的臺灣是個好山好水的寶島，大家都稱它為
「福爾摩沙」
。臺灣是一個美麗的島嶼，這裡的人非常熱情，
也很大方。
臺灣各地有不同的特產，像新竹有看到就令人食指大動

樹梢上高歌，所有事情顯得既溫柔又充滿希望。
長大後的女生，就像夏天的大樹一樣。長出翠綠、茂盛
的枝葉，在太陽的照射下，閃閃發亮，十分耀眼。
隨著結婚、生子，女人的秋天來臨了，原本翠綠茂盛的
枝葉，慢慢泛黃和掉落，不再美麗動人。但她還是盡心盡力
的伸展枝葉，守護著樹下的孩子和她的家庭，靜靜地、堅強
地守護，一直到寒冷的冬天到來。
女人的冬天代表著孩子的長大和離家，原本泛黃的樹葉
全都掉落，直到那棵樹枯死，代表著她為家人付出、辛勞的
一生要結束了。
女人的一生就像四季，雖然看起來很悲傷，但實際上她
經歷過春、夏、秋、冬各種不同的景色，她的一生豐富且精

的米粉、貢丸和柿餅。台中有美味可口的太陽餅。台南有熱
氣騰騰的牛肉湯。台東有 Q 彈的池上米，還有香甜的釋迦。
宜蘭也有上等的三星蔥。這些食物讓人想到、聽到都急著要
大快朵頤，不想錯過。
臺灣有許多世外桃源的地方，像台北一零一大樓的最頂
端的觀望台，可以俯看整個台北市區，風景美不剩收。台中
的彩虹眷村看起來五顏六色的很繽紛，所以是熱門的打卡景
點，這些都是彩虹爺爺繪製的亮麗圖案。高雄的月世界的表
面就好像月球表面，而且連顏色都很相似，所以我覺得那裡
是一個很神奇的地方。宜蘭的幾米公園，可說是一個充滿想
像的世界，我覺得那裡很奇幻，感覺像在夢中冒險般。
臺灣真是一塊風水寶地，這裡有風光明媚的景點和美味

彩，就像電影裡的歌詞一樣――清風目屎珠淚滴，花開花謝
攏有味，春夏秋冬隨風去。

可口的食物，去過一次就讓人流連忘返。所以，我要好好守
護這裡的資源，不要讓污染影響我們的家園，這樣才能一直
幸福快樂的在這裡生活。

影響我最深的一句話

採訪校長

六年四班

陳韋寧

六年五班

蔡欣諺

向來，影響我們最深的一句話往往都是看起來不顯眼，
但都像烙印般深深地刻在心中，永遠都不會遺忘，而那句一
直被我刻在心中的話是『難道你的一生，只受限於一次的失
敗嗎?』這是我低年級老師告訴我的。
一年級的我還不知道該如何朝自己的夢想前進，有一次
美術課必須用鉛筆畫出自己喜歡的事物，於是我選了天空，
不過，我在繪畫時，由於一時的不小心，讓我的畫筆偏向不

這學期的國語課程，老師要我們以分組的方式，採訪一
位從事教育工作的人物，並完成一份報告。在經過一段時間
的討論，我們選擇了學校的大家長---校長。做好充足的準
備後，就和校長進行了一場面對面的採訪活動。
以下是我們這組的採訪紀錄。
受訪人：鄭陳宏
地點：山崎國小校長室

同的方向，而把整張畫弄髒了，我非常難過也非常氣自己，
為什麼當時不能把自己情緒調整好，不要讓自己如此的興奮
呢？
為什麼我會這樣呢？講著講著眼淚不禁流了下來，甚至
還出現了我再也不想畫圖的想法，老師看到後，便罵我：
「難
道你的一生，只受限於一次的失敗嗎？」頓時，那句話有如
巨人把我從深淵中拉出來，眼前一片澄澈空明，我告訴我自
己：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不必
停滯在失敗的痛苦中，要勇敢站出來面對失敗的後果，再反
省自己的行為，才能把錯誤提點出來，改正自己的想法及作
為。經過老師的教誨和我對自己的鼓勵，讓我有了足夠的信

採訪人：張士凱、陳其毅、蔡欣諺、陳紘綺
紀錄：陳紘綺
士凱：請問校長，您希望學校有什麼風氣？
鄭校長：有禮貌、守秩序、愛整潔、勤讀書、練身體，讓
你們來學校更加有趣！
紘綺：請問您，當校長的理念是什麼？
鄭校長：實現孩子的夢想，讓你們不要留下任何遺憾！
欣諺：請問校長，您上台講話時會緊張嗎？
鄭校長：不會。但會很重視，因為是跟全校師生說話。
其毅：請問，當校長的學歷要很高嗎？
鄭校長：要。最好要研究所畢業，不然比較難當上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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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採訪後，我們與校長玩了遊戲，遊戲規則是：剪刀、
石頭、布，輸了要唱一首歌，只要清唱兩句就可以了。但因
為校長不想唱歌給我們聽，所以校長請其毅出布，校長出剪

秋天，地上鋪滿了成堆的楓葉，放眼望去一大片「楓海」
呈現在我眼前，路邊的行道樹也早已枝枯椏禿。在一場令人
難耐的熱浪之後，秋的腳步即將到來。我喜歡在秋天身穿一

刀，校長贏了，我們就一起唱歌給校長聽，我們唱：「捏泥
巴！捏泥巴！捏捏捏捏捏泥巴！捏一個爸爸，捏一個媽媽，
捏一個車子，叭叭叭！」哈哈哈，我們一連唱了七句，大家
全都笑成一團，就連校長也不例外。
一趟採訪後，讓我更了解校長。而這個特別的經驗，回
家後我一定要跟家人分享！

件薄外套，騎著自行車漫遊綠色隧道，沿途欣賞著頭戴紅草
帽的樹，並和它招招手。
冬天，地面已被白雪輕覆，街上稀疏的人潮使它看起來
有些許淒涼。但是仔細深入這純白的世界，會讓你大開眼
界，大自然是如此的浩瀚，人類是如此的渺小。當你在合歡
山抬頭仰望四周大片的雪景，更會有這樣的感觸。你認為在
寒氣逼人的冬天，從事什麼活動最幸福呢？我喜歡一邊泡在
暖呼呼的溫泉裡，一邊欣賞外面迷人的山景。頓時冷颼颼的
空氣再也無法滲入我的體內，四周寒意徹骨的感覺不再，只
留下暖暖的熱氣。
每個季節都是大自然贈予我們的珍貴禮物。不同的季
節，也給大自然換了不同顏色的衣服，使我們的大地有了各
種豐富的色彩。但近年來環境污染問題嚴重，使四季無法正

難忘的一天

六年六班 黃楉庭

人的一生當中，總有無數個不一樣的第一次。有的第一
次是新奇的、有的是開心的、也有的是悲傷或緊張的。在這
些五味雜陳的感覺中，就屬「第一次牙痛」讓我印象深刻。
記得有一年暑假，因為沒有課業上的壓力，所以在家過
著有如皇帝般的生活，每天吃飽睡、睡飽吃，尤其是大包大
包的糖果及餅乾從不拒口。突然有一天，牙蟲好像發現了食
物，猛啃我的牙齒，我痛得哇哇大叫，那種酸痛的感覺，讓
我頭皮發麻，如坐針氈一般。
媽媽知道以後，便趕緊帶我去牙科醫院就醫，在等候的
過程中，耳邊傳來陣陣醫療儀器發出的「ㄍ一 ---- ㄍ一
----」聲，那時，我萌生退意，想一走了之，然而，就在此
時，護士阿姨正高呼我的姓名，我只好硬著頭皮乖乖坐在看
診臺上等候，那種心情真是難以形容阿！
該來的還是要來，終於輪到我了。雖然醫生伯伯笑臉迎
人，要我放輕鬆別緊張，但是我始終笑不出來，還委婉告訴
醫生請他大發慈悲，手下留情……不知道是我太緊張，還是

常運作而造成許多問題。這些問題日漸擴大，我們不能再冷
眼旁觀了！我們必須付諸行動，才能讓生了重病的四季，回
到從前的面貌。

醫生的技術高超，過不了多久的時間，這場如臨大敵的緊張
氣氛結束了。醫生告訴我，還好只有一般的蛀牙，治療幾次
就好了，並要少吃零食跟糖果，也要記得多刷牙多漱口，預
防蛀牙再發生。
第一次的牙痛經驗，讓我深深體會到「預防勝於治療」
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從那一刻開始，我就積極保健自己的
牙齒，不讓蛀牙蟲有任何可趁之機。

米發現了，唐小米將這件事告訴了學校裡的同學，同學們以
訛傳訛，瞬間易遙就成了校園暴力的受害者。易遙在學校受
盡謾罵，被丟書包、被潑墨水、被餵吐了口水的飯菜……等。
可她一直默默忍受，就像忍受她媽媽一樣。她從小就由媽媽
一手帶大，但她卻從未感受過母愛，經常被媽媽打罵，她只
好忍著；面對同學的凌辱，她也只能忍著，直到一個像太陽
般的男孩子出現了，易遙的臉上才重新有了笑容。
那個男孩名叫顧森西，他的出現，讓易遙有了希望。他
相信易遙，教易遙要反抗那些欺負她的人，他漸漸的讓易遙
走出陰霾。可是後來，她的姐姐顧森湘被人殺害，所有人都
懷疑易遙是殺人兇手，這次連顧森西都疏遠她了，儘管她一
直說這不是她做的。可是卻沒有人相信，她心裡的最後一點
地方崩塌了。她用自殺來表明自己的清白，她站在那條河面

四季

《悲傷逆流成河》心得

六年八班

藍敏宸

前幾天安親班老師放了一部電影給我們看，那部電影叫
做「悲傷逆流成河」。這部電影是由同名小說翻拍的，會翻
拍成電影的原因是想讓社會能有更多人關心孩子的身心健
康、關心校園暴力。
影片中，不小心染上性病的主角易遙被班裡的同學唐小

六年七班 黃映瑄

前，訴說自己的委屈，可是所有人都像石頭一樣冷漠，最後
易遙毫不猶豫地跳了下去，離開了這個世界。
我覺得在電影的結尾易遙自殺前說的一段話，那一段是
整部電影中，我最喜歡的一段。易遙說：「將來，你們會說，
我怎麼不記得，不記得我曾經把紅墨水丟到她身上，我就是
鬧著玩的。你們會說你們沒有餵她吃過垃圾，沒有潑過她冷
水，沒有扒過她衣服，你們之後的日子舒舒坦坦，沒有一點
心理負擔，你們回首自己的人生，覺得自己挺好的了，覺得
自己沒有做過什麼傷天害理的事。太噁心了！實在太噁心
了！」說完，易遙見大家都沒有回話，她繼續說了下去。她
說：「如果我永遠忘不掉怎麼被你們欺負、怎麼被你們侮辱、

春天，是生命從嚴冬中復甦的季節。春天，給冰雪覆林
的大地添了一些色彩，也給大地捎來溫暖，原本光禿不平的
莽莽大地，在春之神的引領下，也變得欣欣向榮，百花綻放，
讓人駐足欣賞，不忍離去！
夏天，向日葵們滿心歡喜的迎接太陽公公的到來，溫暖
的陽光照耀在大地，給世界帶來熱情與活力。炎炎夏日，大
家都坐在樹蔭下乘涼，拿起手上的切片西瓜大快朵頤，或是
到海邊嬉戲，頓時暑氣全消。夏夜裡，螢火蟲提著小燈泡，
蟬紳士們架好小提琴，翻開樂譜，並和天上的星星們點點
頭，一切準備就緒，精彩的「星光音樂會」即將開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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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筆灰塞嘴裡是什麼滋味、打火機燒頭髮是什麼滋味、被你
們一口一個、一口一個喊殺人兇手是什麼滋味。如果我永遠
忘不掉，你們也別想忘掉。你們罵過最難聽的詞，編過最下

高的五個人有三個人教過他武功，他還意外學到了從很久以
前流傳的絕世武功「九陰真經」，最後終於成為一代大俠。
我也喜歡看倚天屠龍記，裡面的主角張無忌是武當派的

流的綽號，你們動手的沒動手的都一樣，你們比石頭還冷
漠，你們又惡毒又愚蠢，你們膽小怕事，別人做什麼你們就
跟著做什麼！你們巴不得世上多死一個人，因為你們的日子
真的無聊，因為你們覺得自己不會承擔任何後果。殺死顧森
湘的兇手，我不知道是誰？但殺死我的兇手，你們知道是
誰。」說完，易遙就跳進河裡，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易遙的死，和她說的一樣，在場的每一個人都是兇手，
可卻都不自知。殺死她最主要的兇手的唐小米。唐小米之前
也是因校園暴力轉學的，她在以前的學校被比她強的人欺
負，卻只能低頭求饒；但當面對家庭貧困的易遙時，她卻將
這些施加在易遙身上，只因為易遙曾撞見她狼狽的樣子，她
就報復易遙，將她得性病的事情傳揚出去。作為曾經的校園
暴力受害者，她深深體會過這種滋味，可她卻把這些帶給無

第五位弟子張翠山的兒子。出生在名門世家，但他十歲時就
父母雙亡，還身中武林中最陰毒的掌力「玄冥神掌」。幸好，
他後來在山谷裡找到了克制玄冥神掌的九陽真經，不僅驅除
了體內玄冥神掌的傷，還學會了天下第一的九陽神功。他憑
著武功，打贏了正教的六大派，成功救了明教，還當上了明
教的教主，讓明教內那些原本武功高強，但卻做壞事的人去
做好事，是對武林的一大功勞。
金庸寫的武俠小說，可以讓人一看再看無法停下來，而
我覺得這些武俠小說中有一項共通點，就是：主角們都有良
善的心和超群的武藝，以一己之力鋤強扶弱，貢獻所長。我
也要效法主角認真學習武功的精神來吸收新知，穩定的儲備
知識的力量，在不久的將來，以自己的能力為群眾奉獻。

辜的易遙，真是悲哀！
其次，是同學們。一個是穿著光鮮亮麗的唐小米，一個
是家境貧寒到連校服都買不起的易遙，人們都選擇相信前者
的話，對易遙冷嘲熱諷，處處欺凌她、侮辱她。有些人雖然
沒有動手，卻也只是旁觀。偌大的校園，除了顧森西，沒有
一個人相信她，正如她所說的一樣，動手的沒動手的都一
樣，她們不分青紅皂白，不求真相如何，只以欺負她、看她
被欺負為樂。
孔子曾說：「人性本善」。可人性有多惡，只有易遙能
體會。擊垮易遙的，是她最親近的人都不相信她。從小和她
一起長大的齊銘，在看到易遙反抗那些欺負她的人之後，不
但沒有保護她，反而責怪她，甚至說她是活該。生長在幸福

六年來的回憶

六年八班

何亭慧

六年來兩千多個日子匆匆忙忙就要結束了，這六年的回
憶是許多點點滴滴的喜怒哀樂交織成的一篇精采樂章，也是
許多汗水與淚水堆疊成的青春記事。
在這漫長的國小生活中，我從懵懵懂懂的幼年期蛻變成
懂事、青春洋溢的小大人。回想起剛怕入校園時，一看到老
師和同學就非常緊張害怕，忐忑不安的躲在爸爸的背後，說
起話來也結結巴巴；現在的我卻非常熱愛上學，喜愛和溫柔
的老師談天說笑，喜愛跟好友瘋狂的打打鬧鬧，更愛和球技
高超的同學在操場上一決高下，這些美好的回憶陪伴我度過
了歡樂的校園時光。

家庭的齊銘，不懂易遙的辛酸，甚至譏諷她「仙人掌做不了
花，沒辦法讓人捧在手心裡。」。顧森西的出現給了易遙陽
光，可是沉浸在姐姐去世悲傷裡的顧森西也不相信易遙，和
大家一樣疏遠她，最後導致了易遙的跳河。
所以，面對校園暴力，我們應該怎麼辦？我們或許會
說，不曾欺負過人。可在無形中，我們可能也做殺手。如果
唐小米在受過傷害後選擇溫柔待人；如果同學們在聽到易遙
壞話後不去欺負她；如果看到易遙被欺負時，有人伸手幫
她；如果所有人都能等事情水落石出，而不是把輿論壓在易
遙身上，她就不會死。面對校園暴力，我們要勇於抵抗，要
學會溫柔的對待這個世界，世界也會以溫柔回報你。

讀武俠小說的心得

六年九班

在校園裡，我最喜歡去前門的小池塘，那裡有千奇百怪
的小石頭和迷人的小魚兒，我常常和三五好友在石頭上跳來
跳去，一不小心還會重心不穩掉進水裡，把鞋子弄得溼答
答，回家後還被媽媽臭罵了一頓，不過我還是覺得非常的開
心。在求學的過程中，有苦有樂，老師會不斷的鼓勵我，同
學也會不厭其煩的教導我數學，直到我聽懂為止。雖然每天
惱人的課業讓我喘不過氣，但是一想到有同學的陪伴，我就
會更有信心的克服重重難關。
眼看著就要畢業了，心中突然浮現一股莫名的失落感，
想到要跟同學們分開，心裡的我早已是一把眼淚一把鼻涕，
也不知道往後是否會再遇到麼疼愛我的師長。無論如何，這
六年的青春歲月，帶給我的是畢生最珍貴的回憶啊！

徐郁程

有些人喜歡讀書，有些人不喜歡讀書，我喜歡讀武俠小
說，特別是金庸寫的書。金庸很會寫武俠小說，他寫的武俠
小說內容生動、有趣，有種身歷其境的感覺。
在金庸寫的小說中，我最喜歡射鵰英雄傳。這本書主角
叫做郭靖，他是一個很傻的人，但是他做什麼事都特別努
力，而且學武功時也很認真，還有他為人善良又老實。由於
他是主角，金庸特意讓他有很好的運氣，他原本只是住蒙古
的一個平凡小孩，但卻遇上高人傳授武功，而且當時武功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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