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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跳舞”的鸡蛋

今天要上实验课了！ 同学们带
着鸡蛋、筷子、食用盐和瓶子兴高采
烈地走进教室。

老师笑盈盈地走了进来。 她拿
出烧杯，装了 200ml 的水，轻轻地
将鸡蛋放入，“叮咚”一声，鸡蛋沉
到杯底。 同学们伸长脖子，目不转
睛地盯着鸡蛋。 老师一勺一勺慢慢
往水里加盐，舀入四勺时，鸡蛋仍
纹丝不动，大家焦急起来。 轮到筷
子出马了， 老师用它使劲搅拌盐
水，鸡蛋逐渐在水里跳起了优美的

“舞蹈”。
同学们再也按捺不住。 我去打

了 200ml 的水， 模仿老师小心翼翼
拿起鸡蛋， 缓慢放入水中， 又听见

“叮咚”一声，鸡蛋像睡美人一样躺
在了杯底。组员们纷纷凑了过来，几
颗“小黑球”好奇地盯着鸡蛋。 倒入
食盐后，鸡蛋就像被挠痒痒一样，轻
轻地翻了一个身。 最开始我们拿了
四支筷子一齐插入水中，搅拌起来，
鸡蛋在水里翻滚，并没有浮起来。后

来我们一个一个轮流搅拌。 眼看着
鸡蛋浮动了一下， 可又马上掉了下
去。 我疑惑不解：“这不会是假盐
吧？ ”

又倒入一些食盐后， 鸡蛋终于
舍得“醒”来了，“浮起来了！ 浮起来
了！ ”组员们欢呼起来。 鸡蛋刚“醒”，
在水里缓缓“跳舞”。 过了几分钟，其
他组的鸡蛋也跳起了优美的“舞蹈”，
大家脸上都洋溢着甜美的笑容。

实验结束后， 老师叫同学们上
讲台汇报自己组的实验经过和结
论，并为大家解释了鸡蛋“跳舞”的
原因。原来在清水里加盐后，水的密
度就会增大，浮力也增大，当水的比
重超过了鸡蛋的比重时， 鸡蛋就不
会沉到杯底； 当浮力达到一定程度
时，鸡蛋就会浮起来。

通过这个实验， 让我发现了大
自然的神奇，明白了鸡蛋“跳舞”的
秘密， 同时也启发自己要不断地去
探索、发现。

指导教师：田元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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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书的向往，是风吹过麦浪，翻涌
起一阵阵金色的穗花，谷物的清香在鼻
尖跳跃； 是躺在堡垒般的干草堆上，叼
一根狗尾巴草， 回忆故事里的情节；也
是独坐肃静的图书馆一角，看着书中闪
烁的繁星和明月，与脑中的人物对话。

若家是温暖的港湾， 书则是浩瀚的
世界。

梭罗在《瓦尔登湖》
中写道，“日出未必意味
着光明，太阳也无非是一
颗晨星而已， 只有在我

们醒着时，才是真正的破晓。 ”在广袤
的宇宙空间里，我们就如同微不足道的
灰尘，书籍就像是阿基米德所描述的可
以撬动地球的支点， 借助这个支点，我
们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静看昼夜变
换，沧海浮沉。

生命难免是平凡的， 然而书中的思
想精华，能添一抹异于黑白的绚烂色彩，

使我们在平凡中也能闪耀斑斓星光。 正
如同梭罗写道，“我步入丛林， 因为我希
望生活得有意义，我希望活得深刻，并汲
取生命中所有的精华。然后从中学习，以
免让我在生命终结时， 却发现自己从来
没有活过。 ”

在理想世界中，我从微风中醒来，窗
外泛起微微白露， 阳光透过凝结的小水
珠，洒在面庞，檐下小鸟发出鸣叫。 正是
明媚碧阳天，清风穿过书页，送来朗朗的
读书声，在晨读中开始新的一天，真是令
人心旷神怡……

诚如梭罗告诉我们：“倘若一个人信
心满怀地朝他梦想的方向前进， 努力过
上他想象的那种生活， 那他会在平常的
时光里获得意外的成功。 ” 周总理曾说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而我们读书是
为了什么？我的理解是，读书是为积累知
识，实现自己的梦想，过上理想的、有力
量的生活。

瓦尔登湖不仅仅碧绿秀美， 湖面还
折射出人情冷暖和世间百态。 我多想就
坐在这样的湖边， 慢慢听风呼啸在层叠
山峦间，拂过书页沙沙作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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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住在东风乡，一个
美丽乡村， 那里青山环绕，
茶树种植广泛，每年一到寒
露， 农民伯伯就忙着捡茶
籽，我家也不另外。

记得有次放假，刚好和
外公、外婆、妈妈到山上捡
茶籽。

家里的茶山在对面山
上， 要翻过山岭才能到达。
外公扁担上挑着空米袋子，
外婆和妈妈背着背篓，我挎
着一个黄书包。 到了目的
地， 山茶树藏在密密麻麻的杉木林里，
个头较矮的我选择捡掉在地上的。外公
摘茶籽动作很麻利， 他边摘边对我说：

“你要认真学习，找一份好工作，不要学
我们，只能做苦工。 ”

外公一边讲一边不停地摘， 不一
会， 外公外婆的袋子和背篓摘满了，我
也捡了半袋。 一个上午的收获也不错
嘛！虽然很累，但闻着淡淡的茶籽香，一
切都变得很有意义了。

指导老师：陈雄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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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这浩瀚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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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法治课程纳入教育体系是全面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基石
长沙市雅礼中学 李姿妍

法治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文明的重
要标志。 青少年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
来。 法制教育是立德树人工作和贯彻核
心素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小学
校开设独立的法治常识课程， 对培养中
小学生的爱国意识、 公民意识、 守法意
识、权利义务意识、自我保护意识，从小
培养对法治的信仰，养成尊重宪法、维护
法律的习惯，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和荣辱观， 提高分辨是非和守法用法的
能力， 引导他们做知法守法的合格公民
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青少
年信息接收呈多元化趋势， 青少年犯罪
可以用“数量大、蔓延快、危害大”来概
括。据了解，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且犯罪

性质恶化，犯罪类型多样化，甚至到了
触目惊心的地步。根据青少年犯罪研究
会的资料统计，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
犯罪呈上升趋势， 社会危害性日益严
重。 青少年犯罪占全国刑事犯罪的比
例较大，其中 14 岁至 18 岁的未成年人
犯罪居多，12 岁以下的青少年犯罪明
显增加。 在校生犯罪有增多势头，有的
学生逃学、辍学、离家出走，流浪到社
会后以盗窃、抢劫为生，现在有向赌博
嫖娼、涉毒、涉枪、计算机犯罪领域发
展。 甚至有未成年人组织黑社会犯罪
团伙，人多势众、手段残忍，给社会造
成了极大的危害。 另外，我国在经济欠
发达地区， 校园霸凌现象仍然常见，部
分教师的体罚行为也没有杜绝。同时，我

国儿童伤害案件也不断增加， 大部分青
少年受到侵犯，出于不懂、不敢、羞耻而
选择放弃维权。

未成年人的犯罪率不断升高、 被伤
害欺凌事件也频繁发生，归根结底是青
少年涉世未深，明辨是非能力较弱，很
难应付来自社会上各方面的不良影
响，做出正确的判断 ，从而导致行为
偏离了法律轨道。 加之，学校的思想
和法制教育不够，青少年法律常识匮
乏，因为不懂法，不知法，也就谈不上
遵纪守法。 因此，加强未成年人法制
教育迫在眉睫。 目前，大多数中小学
校针对学生开展法制教育的方式还
停留在非定期的讲座和宣传阶段，少
数中小学虽已开设法律常识课程，但

是这些课程仅仅是思想品德教育课
的其中一部分， 教学内容不系统，教
学方法不恰当，使得这些法律常识普
及课程流于形式， 变成无本之木、无
根之花、无源之水。 教育部部长陈宝
生在题为《扎实推进教育系统的宪法
教育》一文中就明确指出把法治教育
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在中小学设置法
治知识课程。 为此，在各中小学校开
设独立的法治常识课程并纳入升学
考核范围乃当务之急。 同时结合学生
各年龄段实际，分阶段设置课程内容，
创新教育模式和教学方法，确保公民从
小就树立“尊法学法知法懂法守法用法”
意识， 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具
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还没来得及和童年说再
见，我们就已经被推上青春的
列车；还没享受够爸妈怀抱的
温馨，却已不得不尝试着独自
奔向远方的驿站。 随着时光流
逝，童年那金色的梦幻也悄然
而去。 闭上眼睛回忆童年生
活，我仿佛又回到了那流金溢
彩的时光里……

12 岁的花季是多梦的季
节，童年的梦固然美好，但即
将步入中学的我，应该立于现
实的土地， 播下希望的种子，
辛勤地耕耘，让千百个好梦成
真。 因此，我需要告别童年。

童年的我们天真无知，对
什么事情都充满好奇，当我们

仰着头问父母、老师的时候，他们总会用
甜甜的笑容告诉我们答案。可现在我们长
大了， 我们要学会自己独立解决问题，尝
试离开父母的羽翼。 告别童年，便是告别
天真、告别依赖。

童年中最美的地方， 莫过于学校，那
里有认真负责的老师、 共同嬉戏的朋友，
那里有太多美好的回忆值得留恋。 但是，
时光不会倒流，我们要懂得告别，告别曾
经的美好，才能不断成长。

指导老师：王敏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