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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开学初看《开学第一课》节目
时，我见识了一个样子丑陋，却是个“钢
琴家”的意大利机器人TEO，它可以弹
奏任何钢琴曲，非常优秀。从那时起，
我就特别想拥有一个这样的机器人朋
友，他拥有高智商，无所不能，天下无
敌。

假如我拥有一个机器人朋友，我要
让它给我插上一对有力的翅膀，使我能
飞上蓝天，去触摸柔软的白云，再飞上
月球，看看嫦娥的容貌，还要收集许许
多多的星星送给妈妈做项链。哦，对
了，我还要向太上老君讨一颗仙丹，给
爸爸吃，让爸爸从此以后再也不贪酒，
顺便再看一看太阳身上神奇的黑子到
底长什么样。这真是一件让人激动不
已的事儿！

假如我拥有一个机器人朋友，我一
定会每天带着它上学。课堂上让它用

“勇气添加剂”帮助我上课时不再胆小
害羞，能积极举手发言，课后能大胆地
向老师提问。哈哈！那么我离班级“绿
森林星”就更近了。

假如我拥有一个机器人朋友，社会
上就不再有坏人和小偷，因为善良的机
器人一旦看到那些为非作歹的人就会
喂他们吃上一颗“爱心丸”，让他们重新
做好人，这样世界就和谐了！

假如我拥有一个机器人朋友，我会
给它装上“汽车尾气净化器”，把汽车尾
气中的有害气体都吸收转化成氧气，让
我们每天都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假如我拥有一个机器人朋友，我会
让它做我的“督促员”，每天提醒我跳

绳、刷牙，管理我看电视的时间，督促我
每天读语文词册，学英语单词。遇到不
会的题目，它能像老师一样教我，这样
我就省了妈妈的心，我也能少遭爸爸的
批评，真是太完美了。

如果未来真有这样的机器人，我一
定想办法拥有，并且让它成为我的朋
友，我一定会对它说：“有你，真好！”

刘素琴老师评语：“有你，真好！”所
有对机器人的赞美和向往全都凝聚在
这句简单的话中。拟出这样的题目，小
作者是颇具智慧的。文章由网红机器
人“TEO”作为引子，和众多学生读者拉
近了距离。接着采用并列段式，畅想了
机器人朋友的“无所不能”。“勇气添加
剂”“爱心丸”等词语具有科学气息，使
文章更具时代感。

有你，真好！ 富春七小 四（5）班 倪嘉乐 指导老师：刘素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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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全区中小学生运动会顺利闭幕，各学校运
动员积极展现运动风采，其中有你的身影吗？在全民
运动的今天，不论是校园运动会，还是大众马拉松赛
跑，亦或是小众高尔夫运动，都有广大市民朋友的关
心与参与。亲爱的小读者，你平时是否进行体育运
动？你有坚持下来吗？你在运动中有什么酸甜苦辣
吗？快拿笔写下你与运动的那些事儿吧！

假如我有一个机器人朋友（二）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语音智能、图像智能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和机器人生活在一起的场景正逐渐成

为现实，你是否准备好迎接我们的机器人朋友呢？本期乐学少年小作者们笔下的机器人朋友丰富多彩，它们不

仅有着或呆萌或炫酷的外形，还有各种各样的神奇功能，甚至在情感上能陪伴、安慰人心……

我是一个很爱看书的小女孩。但
是家离书店很远，因此，我总梦想自己
能拥有一个机器人朋友，它能自动印
刷各种书籍，能源源不断满足我看书
的欲望。

这个机器人看上去呆呆萌萌。不
过你可别以貌取人，以为它干不好
活，其实，它干活可麻利了。

它有一个圆圆的身子，里面装满了
各种纸张。负责拿书的是长长的手，它
可以把到了“嘴”边的书拿出来递给别
人。粗粗的脚里面，分别装着微型电脑、
装订工具。当你点击自己想看的书时，
机器人就开始工作了。它先搜索这本

书，然后把这本书的内容运送到“身体”
里面，另一边，纸张已经准备就绪，打印
即可。这个机器人朋友不但能“吐”出书
来，还会修书呢!当你不小心把书弄破
了，只要在它的头顶选择“修书”功能，再
把书放入它口中。不出几秒，一本完好
无损的书就会重新回到你手中。

有些老爷爷、老奶奶会问：“这东
西能打印书，那能不能把报纸给‘吐’
出来啊？字号能大一点吗？”哈哈，这
可是小菜一碟呢。你只要输入日期，
并且选择字号，想看什么大小字号的
报纸都可以。这样我们的长辈也有福
可享咯！对了，为了方便老年人，这些

输入法全部可以用语音代替呢！也就
是说，你只要对着这个机器人“发号施
令”就可以了。

如果有些时候你也不知道想看什
么书，那只要把你的姓名、年龄、爱好
告诉它，它还能帮你推荐书呢!

假如我能有一个机器人朋友，我
就想要一个这样的书籍机器人！如果
你也能有，你想要什么样的呢？

丁雅娟老师评语：小作者从想要一
个机器人朋友的原因、外形、机器人的工
作过程和范围向我们详细且有条理的描
写了自己的一个假想。虽然文笔稚嫩，
但大胆想象，叙述清晰，值得一看。

书籍机器人朋友 富春五小四（4）班 叶笑桢 指导老师：丁雅娟

若干年后的一天，我正在好朋友
“敏慧”的陪伴下游览北京故宫博物院。

“敏慧，你能介绍一下故宫里珍藏
着哪些宝贝吗？”“没问题！故宫里珍
贵的藏品有乾隆款金瓯永固杯、张成
造款雕漆云纹盘、宋朝画家张择端画
的《清明上河图》……”敏慧娓娓道来，
如数家珍。没想到敏慧小小的脑袋里
居然藏着这么多知识，像故宫博物院
专家一样专业！

我们参观了一个多小时，两条腿都
发麻了，但连一半都没参观完，我累得不
想继续参观了。敏慧鼓励我说：“真正精
彩的部分还在后头呢！如果就这么半途
而废，那来故宫就没意思了！”“可是，我
实在太累了！”我忍不住抱怨。“这算什么
困难呀？看我的！”话音刚落，敏慧弯下
腰来，双手双脚都变成了轮子，瞬间成了
一辆小型的游览车！

说到这里，你一定知道了，我的这

位好朋友——敏慧，她不是一个普通
的朋友，而是一位神奇的百变机器人！

我们兴致勃勃地参观完故宫，我
一看表，叫了起来：“啊呀，都中午十一
点了，下午我还要参加富阳日报小记
者活动呢！坐超速高铁回家恐怕也来
不及了，怎么办啊？”“看我的！”敏慧又
俯下身子，很快变成了一架飞行器，

“上来吧，朋友！”
我坐在飞行器上，之后感觉很无

聊，对敏慧说：“敏慧，我想看书。”“好
的。”敏慧立刻在显示器上显示出一本

《红楼梦》，又放出了动听的音乐。我
在古典音乐的伴奏下津津有味看着
书，快速向家乡飞去……

晚上，我正在研究国际奥林匹克
竞赛题，却被一道难题所困惑，不知如
何是好。一旁的她看透了我的心思，
便过来说：“朋友，我懂这道题，我来教
你吧！”我半信半疑，点了点头。她像

一位严肃的老师般分析题目，告诉我
正确的思路。我的思路一点一点清晰
起来，逐渐展开了紧皱的眉头。

“阿嚏！——阿嚏！”忽然，我连打
了几个喷嚏。敏慧连忙过来，用她的

“火眼金睛”扫描着我。“静静，你感冒
了，得卧床休息。”她把我安顿好，打开
我家的药箱，迅速扫描了每种药，从中
挑选了最适合我症状的感冒药，又体
贴地端来开水，喂我服药。见我愁眉
苦脸，她还编笑话给我听呢！

怎么样，我的机器人朋友是不是
既神奇又会关心人？你是不是也想拥
有这样一个机器人朋友呢？

陆立军老师评语：小作者能够开
动脑筋，大胆地展开想象，让未来机器
人成为既储藏着丰富的知识，又具有
各种神奇的功能，还能像人一样能主
动体贴关心人的好朋友。情节设计自
然，读着让人仿佛来到了未来世界。

我的机器人朋友——“敏慧” 富春五小四（2）班 陆依静 指导老师：陆立军

未来世界变幻莫测，总有一天，机
器人会像家人一样和我们生活在一
起。有个机器人做我的朋友，就是我
的梦想！

瞧！她眨着忽闪忽闪的大眼睛，撅
着红红的樱桃小嘴，能说会道。“你好，
我是你的朋友萝莉，你愿意和我一起玩
吗？”“太愿意了！”我拍着手回答。虽然
我拥有爸爸妈妈的爱，但是我好想有一
个能分享小秘密的妹妹。萝莉来了，正
好满足了我的小小心愿。你可别小瞧
萝莉，当我遇到难题的时候，她会不厌
其烦地给我讲解。她还有一肚子的“墨
水”呢！当我问她：“你知道我们的国家
主席是谁吗？”她会奶声奶气地回答：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习近平呀！”
“那么，世界上最高的山是哪座？”“当然
是喜马拉雅山喽！”她的知识可真丰富，
我做姐姐的一定要更加努力才行！我
的妹妹虽然小，但是她可孝顺了。我去
上学的时候，外婆很孤单，这时候，萝莉
就会迈动她的“小脚丫”亦步亦趋跟着
外婆，给她讲故事，冷不丁还讲个笑话，
笑得外婆合不拢嘴。外婆告诉我：“现
在我有两个乖孙女儿了，一点都感觉不
到寂寞了。”

萝莉还有一个厉害的“法宝”，当
我们全家人锁上门去工作的时候，她
就瞪着警惕的双眼，在房间里巡视；当
门外有陌生人站立的时候，她就用红

外线探测仪扫描室外的人，立刻将陌
生人的照片传输到妈妈手机上。妈妈
一看，笑了，通知她：“小萝莉，这是我
家的朋友，你开门吧！”“咔嚓”门开了，
萝莉弯着美丽的嘴角，笑眯眯地说：

“欢迎，请稍坐，主人马上回来了。”
萝莉给我们全家带来了很多的欢

乐，以至于让我忘记了她只是一个机
器人。

巴晓华老师评语：小作者笔下的
机器人妹妹不仅学识丰富，而且法宝
多多，给家人带来了不少的欢乐，让大
家都羡慕不已呢！文章的字里行间充
满了童心童趣，也期待小作者在不久
的将来梦想成真。

萝莉 实验小学（鹳山校区）三（2）班 吕沁柯 指导老师：巴晓华

自从和爸爸妈妈来到富阳以后，我一
直很想念远在石家庄的奶奶，心里总惦记
着奶奶的身体和她现在的生活。

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又想起了奶
奶，想着想着，就睡着了。梦里，我兴高采
烈地回到了奶奶家，隔着窗子刚想喊奶奶，
就看到一个漂亮的“小姑娘”端着一杯热水
递给了奶奶。“小姑娘”梳着一条小辫子，穿
着粉裙子，眼睛又大又圆，有着甜甜的笑
容，长得和我像极了。进了家门，问了奶奶
才知道，“小姑娘”是一个机器人，一直照顾
着奶奶的日常生活，是奶奶的“新孙女”。

以前奶奶生病的时候，都是我帮奶奶
看清药品的说明书，并提醒奶奶吃药。现
在，机器人不仅能做到这些，还能给奶奶熬
药、倒药。以前，奶奶的舞蹈队需要网上投
票的时候，都是我帮奶奶完成。现在，机器

人教会了奶奶使用智能手机，奶奶自己就
可以投票了。此外，机器人还能给奶奶做
饭、打扫卫生、洗衣服……看到“新孙女”比

“真孙女”将奶奶的生活照顾的更好，心里
虽然有些酸酸的，但我终于放心了。

醒来后，我想，现在有许多子女不在身
边的爷爷奶奶需要人照顾，我要从现在开
始努力学习，让这个“梦”变成现实，让每个
需要照顾的爷爷奶奶都有一个“新孙女”。

余美君老师评语：文章从一名小女孩
的梦境出发，描写了一台能够照顾奶奶生
活的机器人的样貌、功能和作用，表达了自
己对奶奶深深的眷恋和思念之情。小作者
敏锐的观察到，人口老龄化到来后，众多老
人无法得到妥善照顾的社会现实，并将研
发机器人来解决这一社会难题作为自己的
远大理想。

奶奶的“新孙女” 实验小学鹳山校区 三（6）班 徐雨萌 指导老师：余美君

假如我有一个机器人朋友，我要让它
帮助贫困山区修好路，让老百姓的山货能
顺利卖出去，也能让山区的小朋友们多睡
一会，不用再凌晨三四点钟就起床翻山越
岭去上学。

假如我有一个机器人朋友 ，我要让它
以百米速度飞奔，把街道上的垃圾通通打
扫干净，把我们的家园打造成一尘不染的
绿色天堂。

假如我有一个机器人朋友，我要让它
变成消防员，去帮助消防员叔叔一起灭火，
把遇难者给救出来，避免消防员叔叔的伤
亡。

假如我有一个机器人朋友，我要让它
帮我变出一对翅膀，去看那美丽嫦娥和月
兔，并摘下一颗闪闪发亮的星星下来，给小

伙伴欣赏。
假如我有一个机器人朋友，我要让它

帮助交警。烈日炎炎的夏天，交警叔叔在
马路上指挥交通，往往衣服上就像是被水
洗了一样湿，那全是汗。机器人就会去帮
助交警叔叔指挥交通，这样交警就不会太
累了。

假如我有一个机器人朋友，我会让它
在上学的时候帮爸爸妈妈做家务。每次妈
妈上班回来就已经腰酸背痛了，还要做家
务，真是太辛苦了。如果，机器人能帮妈妈
做家务，妈妈就可以轻松很多，也可以安心
做晚饭了。

“叮铃铃”，起床的闹钟响了，我这才醒
悟过来，哦，原来是一场梦呀！

我的多功能机器人朋友 富春八小三（2）班徐一 指导老师：方露

假如我有一个机器人朋友，
我会和它发明一种能治好疑难病症的药，
能让长期住院的爷爷与家人团聚！

假如我有一个机器人朋友，
我会和它一起帮做家务，
让平时辛苦工作的爸妈多多休息！

假如我有一个机器人朋友，
它可以带我去世界各地旅游，
让我领略世界的风光！

假如我有一个机器人朋友，
它能在我孤独时安慰我、陪伴我，
使我开心起来！

假如我有一个机器人朋友，
在我上学的日子里，
我就让它走进福利院陪孩子们嬉戏、玩耍！

假如我有一个机器人朋友，
我还会有很多很多的愿望，
让它去帮我一一实现，
那该有多好！

假如我有一个机器人朋友
实验小学鹳山校区三（4）班洪铭 指导老师：章玉燕

章玉燕老师评语：小作者以孩子的眼光，
期盼着心里的愿望都能一一实现。把这些美
好的心愿，寄托在这个机器人朋友身上。也
好！有希望总有盼头，也会有梦想成真的一
天！

早上六点半，我还在稀里糊涂做梦，一
阵金属声在耳边越来越响：“起床啦，起床
啦。”我刚想对妈妈说别叫了，猛然觉察到
妈妈怎么可能是这种声音呢？我一下子从
朦胧之中清醒过来，哇！站在我床边的是
一个银色的机器人。

机器人半圆形的大脑袋上有一块黑
屏，灯光不停变化，这就是他的表情;圆柱形
的身体，长着一节一节的灰色手臂，手掌
是银色的。

此时机器人双手叉腰，仍旧不厌其烦
地说：“起床啦！”我不耐烦地摆摆手回应
说：“知道知道。”那家伙才给我片刻的宁
静。我模仿他呆头呆脑的声音问：“你是
谁？”

“我是机器人特格，请你不要学我的音
调说话。”哈，看来特格还挺聪明。他又说：

“该上学去啦。”我吃了一惊，说：“今天不是
周末吗？”

特格一拍脑袋：“哎呀，我的时差还没
有倒过来。”我被他那副憨厚的样子给逗笑
了，准备带他出去转转。

我们首先来到了集市，我边走边问特
格，想知道他的身世。可奇怪的是，只要我
问到这类问题，特格总是摇摇头说不知道。

这时，迎面来了一只可爱的西伯利亚
雪橇犬。我走过去想摸摸它的头，特格用
他独一无二的声音对我说，那条狗性格凶
残不惹为妙，叫我不要过去。我想这么可
爱的狗怎么会伤人呢？一定是特格的计算
又失误了。谁知我刚想去碰那只狗，它就
低吼一声，猛扑过来。我撒腿就跑，才想到
见狗是不能跑的，可我停不下来，直奔前
方。那狗跑得比我快，我已感受到狗炽热
的鼻息了。还好特格来得及时，只见他的
手心喷出一股淡淡的雾，狗才退下了。

我刚回头，只见特格的身体变淡了，一
个声音传来：“你的试用期已到，该回去
了。”特格听到声音也慌张起来，迅即消失
在空中。

“特格！”我大喊一声，却看见眼前是我
的房间,我躺在床上。一场梦做完，那个虚
幻的朋友——特格，你还会再出现吗？

包群儿老师评语：虽是一篇想象作文，
一根感情线贯穿始终，从特格唤“我”起床
后的相识，到路遇雪橇犬的相救，机器人和

“我”的友谊渐渐加深，正贴合题目“朋友”
一词。文末“特格，你还会再出现吗？”也流
露出小作者内心深处对朋友的渴求。

虚幻朋友——机器人特格
实验小学鹳山校区五（4）班杜言哲 指导老师：包群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