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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和诗歌的远方
——《泰戈尔诗选》读后感
云阳学校五（4）班 谭雪

苍茫的大雪覆盖住了大地炽热的、跳动
的生命之心，但它覆盖不了我热爱诗歌的那
颗心。当我读完《泰戈尔诗选》掩卷之时，我
突然想，他百年之前的那颗心，那颗对诗歌充
满热诚的心，还在书页之间跳动不息。

泰戈尔的诗与其说是如梦，不如说就是
在梦中所作。那样的绮丽，令人身临其境；如
此的可爱，令人手不释卷。

泰戈尔的诗为所有热爱文学的人所爱
好，必然是有理由的。人们常说“诗和远方”；
我想说的是，泰戈尔笔下的世界，是“哲学和
诗歌的远方”。他完美地把诗（文学）和哲学
融合在一起，还是那样的如泣如诉，意境却截
然不同。

我时时在想，泰戈尔作诗时的心境如
何？读完这本《泰戈尔诗选》后，我明白了
……

有时，是“我所凝视的是何等的空旷！”
有时，是“我小小的心快乐地失去了它的边
际。”有时，是“我的欲望很多，我的哭喊声很
可怜。”有时，是“我的爱在奉献中果实累
累。”……

在泰戈尔的诗中，他就是“我”。诗人无
“我”，便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泰戈尔
的诗中无所不写，神、国王、母亲、孩童、友人、
旅人……题材不限，生命、世界、心境、景物
……在他的字里行间，渗透着一种对世界的
热爱和天生的怜悯。

“你是谁，一百年后读着我的诗歌的读
者？我无法从这春天的富丽里送你一朵花，
从那边的云彩里送你一道金。

“打开你的门，放眼四望吧。
“从你鲜花盛开的花园里，采集一百年

前消失的花朵的芬芳记忆。
“在你的心之欢乐里，愿你感受到那活

的欢乐；它歌唱着一个春天，穿越一百年传送
着它欢乐的声音。”

泰戈尔的诗，哲学和诗歌的远方，永世
不灭的经典。

（指导老师：马玉仙）

哎哟，吓我一跳！
华南实验学校六（5）班 周行

周六的下午，我和爸爸驱车下乡去看奶
奶，看完奶奶吃过晚饭，天都黑了，还下起了
雨，坐上车，爸爸打开音乐，我们边说边笑往
回赶。

天黑沉沉的，雨越下越大，车上的雨刮
器不停地刮来刮去，爸爸也停止了说话，小心
翼翼地开着车。我听着音乐，望着窗外的雨
帘，乡村的公路不算宽阔，路灯也迷迷蒙蒙
的，路面不太平整，车时而颠簸两下。爸爸
说：“这雨下得大起来了，路面还挺滑的，我们
得开慢点。”“爸爸你小心点，我们慢点开啊！”
听爸爸一说，我不由得紧张起来，挺着身子，
注视着前方。

快到市区了，路灯也多了，路面更亮了，
雨还在下，但离家更近了，我们都不禁放松了
点，前面是一个十字路口，刚好是绿灯，爸爸
坦然地开着车往前行，忽然从左前方猛地冲
过来一辆摩托车，爸爸正过绿灯，一眼瞥见这
辆闯红灯的摩托车，赶紧来了个急刹车，“吱
——”车由于惯性猛地往前冲，我被突如其来
的刹车吓了一跳，身子跟着车子直往前冲，

“哎哟，吓我一跳，怎么了？”我拼命靠住前面
座位的椅背，不让自己倒下，再定睛一瞧，
呀！那辆摩托车被车子撞翻在地，车主也摔
倒在地，好险啊，车再往前开一点点，就会从
车主身上压过去的，我吓得心惊胆战，浑身发
抖，爸爸也吓了一大跳，赶紧下车看摩托车
主。

我摇下车窗，爸爸飞奔到车主身边，小
心地把他扶起来，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大伯，
穿着深蓝色的雨衣，大约是急着回家，竟然不
顾生命危险闯起了红灯。只听爸爸一边帮他
扶起摩托车，一边说：“你以后可不能闯红灯
了，要小心啊，如果我不及时刹车，你今天可
就有生命危险了。”大伯站起来，接过摩托车，
幸好人无大碍，他也一迭声地说：“是啊是啊，
我以后一定小心！”终于大伯骑上摩托车，消
失在茫茫的雨帘中，我和爸爸悬着的心，也才
放下来……

望着雨中的马路，我想劝诫那些闯红灯
的人：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请
珍爱我们宝贵的生命吧！

（指导教师：汤国荣）

在实践中成长
后巷实验学校五（6）班 卿梓枫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
早早！你为什么背着小书包？”在这春暖花
开，万物生机勃勃的四月，我们怀着无限的憧
憬与期待，来到镇江市未成年人实践基地，参
加了五年级综合实践活动。

开营式上，我们认真聆听了领导与老师
对我们的要求，然后迫不及待地来到宿舍，认
真整理了我们的行李，按要求摆放好茶杯、脸
盆、毛巾等物品，还将床铺整理好，把被子叠
成“豆腐块”……真是不做不知道，一做吓一
跳！我们将内务整理得很好，没想到我们这
么能干！

基地不仅严格要求我们的内务整理，还
为我们安排了许多实践课程。

风筝制作课上，我们按照老师的方法，
一步步上色、安装木架、打孔穿线……经过精
心制作，美丽的风筝完成了！看着自己的风
筝飞上蓝天，我们的心儿也愈飞愈远。我不
由想起了“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
鸢”这句诗。

拓展训练课上，我们彼此团结、竞争，不
仅全面激扬了自我，而且熔炼了我们的团队
精神。

才艺表演晚会终于拉开了序幕。我们
班的“四大才女”也都表演了才艺。瞧，齐紫
韵扭动着腰肢，献上了《伊人》舞蹈；邱涵瑶手
指滑动，让音乐缓缓从古筝流泻出来；杨耀萌
跳了“恰恰三级舞蹈”；刘可欣唱了《水落下的
声音》……看来“才女”也都各有所长啊！

我实践，我快乐；我收获，我成长！
（指导老师：范青云）

难忘的游学
丹凤实小四（2）班 方馨

“5、4、3、2、1，出发”！我激动得倒数，春
游也就此开始。

我们来到第一站——醋博物馆。我们刚
刚踏进馆内，一股浓浓的醋味儿扑面而来，我
不由得说：“嗯，一股酸味儿！”跟着导游在博
物馆里领略醋的文化、醋的历史，最
后，导游带我们喝了一小杯醋，喝完
之后，我的脸酸到扭曲，连说：“怎
么这么酸呀！”

我们来到第二站——南山。在
广场休息片刻后，我们开始爬南
山！一开始，我觉得我爬到了最高
处，体会到还没开始就结束的感觉，
心里泛起一阵阵得意：我们征服了南
山！可是，当听说到我们连一半也没爬到的
时候，不禁倒吸一口凉气。我们爬向了下一
个地方。迎着温暖的春风，闻着浓郁花香，听
着清脆鸟叫，迈着坚定步伐，出发！

我们来到南山的一处景区——文苑。伴
随青青的小草，我们走进花的天堂。“哇，好美
呀！”我不禁感叹一声。一进门的花，如同烟
火一样光彩夺目，又像闪亮的星星一样吸引
着我的眼球。走到里面，里面的花像娇羞的
姑娘一样沉鱼落雁，最后面的花，更是“压轴
大戏”，不但美得妙不可言，而且还香得醉人。

我从醋博物馆领略了醋文化，从南山之
行明白了做任何事的不易，从花的怒放里领
略了不一样的美感。

（指导老师：毛姗姗）

送给妈妈的礼物
麦溪中心小学五（2）班 张灏

今天是三八妇女节，我在放学回家的路
上，一边走一边想：今天是妈妈的节日，我要
送妈妈一个礼物，给她一个惊喜。

我一连走了几家小商店，准备挑选一件
价廉物美的小礼物送给妈妈，最后我在一家
鲜花店前停住脚步，只见门口贴着一张海报：
为了庆祝“三八”妇女节，本店鲜花大减价，五
元一朵。店老板高喊着：“良机不可错过，快
来为你们的妈妈买一朵吧！”可我一摸口袋，
糟了，没带钱。我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只能
傻傻地看着别人选购鲜花。

我怀着失望的心情回到家，刚打开门就
闻到一股菜香，一定是妈妈做糖醋排骨了！
我来不及换鞋，就三步并作二步冲到厨房，抓
起排骨就往嘴里放，竟没注意脚踩在了妈妈
择菜的垃圾上，厨房里留下一个个黑色的脚
印。看着这些黑脚印，我眼前一亮，我可以帮

妈妈打扫卫生，帮妈妈做事
也算是对妈妈的节日祝福
吧。说干就干，一向“饭来
张口，衣来伸手”的我，拿起
笤帚，把厨房打扫得干干净

净。妈妈看见了，高兴
地说：“乖孩子，今天怎
么这么勤快呀？”我笑着
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妈妈欣喜地笑着
说：“孩子，你长大了，这
是送给妈妈最好的礼
物。”

（指导老师：袁炳清）

清晨，小鸟那美妙动听的歌声把杨万里
从睡梦中唤醒，他起床走到窗前，小草和泥土
的芳香扑鼻而来。

杨万里漫步在乡间的一条小路上，路两
旁有稀稀落落的篱笆，顺着田间羊肠小道的
方向，他看到路两边的油菜花盛开着，一片金
黄色。蜜蜂在辛勤地采蜜，蝴蝶不时地在菜
花中翩翩起舞、嬉戏。路旁树上的花已经凋
谢了，而新叶才刚刚长出，还没有形成树荫。

“快！快！快追！喂！那只，哦！不，这
只……”杨万里的身后传来了一阵阵儿童清
脆响亮的喊叫声。他刚要回头看，一张张可
爱的小脸蛋已经从他的身边掠过了。他不由
自主地跟着他们，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情。原来，他们正在追逐几只黄色的蝴蝶。
聪明的蝴蝶一会儿飞到东，一会儿飞到西，使
孩子们跑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最后机灵
的蝴蝶一下子飞入了金灿灿的油菜花中，孩
子们怎么也找不到了，“蝴蝶在哪里呀？蝴蝶
在哪里？蝴蝶在那小朋友的眼睛里……”

（指导老师：崔文阳）

读《小学生数学阅读》有感
正则小学五（6）班 许家睿

今年暑假，老师推荐阅读《小学生数学
阅读》这本书，在我印象里，数学只是繁琐的
思维和枯燥的解题，数学是不需要阅读的，只
要记住公式、法则就行了。但我读了这本书
后，发现数学是可以用来交流的，也是可以用
来阅读的。

《小学生数学阅读》这本书用谜语、魔术、
游戏等形式来解决数学问题，一个个有趣生
动的故事中蕴藏了很多数学知识，读起来令
人回味无穷。我最感兴趣的是一篇《人生的
有趣数据》，文章中说：“人一生中站立的时间
最长，在不知不觉中站立了 30年；睡觉的时
间排第二位，有 23年，所以不能忽视休息的
环境；人一生用于交谈的时间约为2年，在饭
桌上度过的时间约为 6年；还有各种假日活
动、阅读、看电视、梳洗打扮也要花掉很多时
间；而用在学习和工作上的时间只有 10~12
年。”这些数据平时不会被注意，但是有心去
观察的话才会发现，我们的学习和工作的时
间占整个人生的比例很少，所以平时我们要
注意提高做事的效率，要事半功倍，并学会和
时间赛跑。

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是《孔子的身高》故
事。据古籍记载，孔子身高 9尺 6寸，如果按
现在的3尺折合1米计算，孔子的身高为3米
20厘米，可谓是巨人。但是根据考古发掘证
明，古代人并不比现代人高很多，是什么原因
使孔子高了那么多呢？看了这篇文章才知
道，古代和现在作为长度单位的“尺”是不同
的。古代的尺要短于今天的尺，大约是20厘
米，按这个计算，孔子的身高大约 190厘米，
属于正常偏高。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学会学习，首先要
学会阅读。”我们要学会去“阅读”数学，才能
把数学学得越来越好！

（指导老师：柴静梅）

山 茶
新区实小六（5）班 张陈涵

四月中旬，菜花仍一片一片地开着，但
路边的那株山茶却已开始凋零了。

还记得初春时分，冰雪融化，万物复苏，
路边那株山茶树也悄然冒出了萌芽。又过了
几天，树上结出了一个个娇小玲珑的花苞。
那花苞形似玫瑰幼苗，花瓣层层叠叠，更是增
添了几分美感。

接下来的日子里，山茶花苞经过雨露、
和风、暖阳的滋养，一天天成长。在这个过程
中，山茶花连连展现出它的不同风采。含苞
待放的山茶呈绯红色，像一个小喇叭似的嘟
起小嘴儿，向世界宣告自己即将盛放的消
息。完全绽放的山茶展露笑颜，迎风吐艳，玫
瑰红的身姿在阳光的照耀下格外引人注目。
孪生山茶相互迎对，就像在互相吹捧，直到涨
红了脸也不停止……

山茶的天生貌美，让它具有极高的观赏
价值，但山茶的作用还不止于此，它还可以凉
血止血，这可为医生们排忧解难。因为由血
液病毒引起的死亡、癌症数不胜数，曾经让医
生们头疼不已。

我爱山茶！虽然它不如牡丹华贵，不如
梅花傲骨，但它绚丽多彩，秀美优雅，芬芳袭
人。尽管现在它已经凋谢了，但我相信，明年
的春天，它还会再吐芳枝头的。

（指导老师：杨华萍）

百合花的梦想
华南实验学校一（5）班 夏安燃

一颗百合花的球种一不小心掉进了草
丛中，但她知道她是一种花，不是普通的小
草。一场春雨过后，百合花球种和小草一起
努力地吸收阳光和雨露，深深地扎根，一段时
间之后，破土而出，长出来碧绿的叶子，生机
勃勃的。

四月的一天，隔壁花园里的牡丹突然全
部开放，一片姹紫嫣红，蝴蝶、蜜蜂开心地在
花间飞舞。人们听说后，纷纷赶来欣赏，啧啧
称赞，有人说：“哇！牡丹不愧为百花之王！”
有的干脆吟诵起来：“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
时节动京城！”小草们看见了，都羡慕不已地
说：“还是做一朵花好！”百合花
自言自语地说：“我也要开花！”
小草们都嘲笑她：“别白日做梦
了，还是安心做一棵小草吧！”
百合花心里明白，我不是小草，
我要开花。她一直在努力地生
长，一个月之后，百合花在
一个美丽的清晨，绽放出
洁白无瑕的花朵，小草们
都惊讶不已：“她还真是花
呀！竟然还如此的冰清玉
洁！”百合花默默地对自己
说，只要不忘初心，努力生
长，一定会实现我的梦想！

（指导老师：张红芳）

反其道而行
访仙中心小学六（3）班 杨进峰

在昨天的数学课上，老师给我们出了这
样一道颇有趣的数学题：有一池荷花，生长的
速度是一天增一倍，要20天才能长满整个池
塘，请问长满半个池塘的时候是第几天?

如果按照传统的方法来思考的话，我们
应该从条件出发，一步步地推，最后推出结
论。可是在这道题中这种方法是行不通的，
这个时候，我就想起了“反其道而行之”这句
话。于是，我就从后往前推：长满一池需 20
天，已知荷花的生长速度是一天增一倍，所以
19天的时候就长了半池。本来是日增一倍，
现在变成了日减一倍，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
是19天。

反其道而行之，以这样的思路，这个问题
就很容易得解。（指导老师：费云华）

套柿子
横塘中心小学六（1）班 景怡

金风送爽，瓜果遍地，教室门前的柿子
树上，一个个小柿子灯笼般挂在枝头，随风摇
曳。柿子宝宝个个膘肥体壮十分可爱，它们
有的金黄，透着健康的肤色，有的靛青，羞涩
地藏身于绿叶，有的艳红，闪着诱人的光泽。

教师节这天，眭老师拿了一个奇形怪状
的东西进了教室。一打听，原来是“套柿杆”，
所谓的套柿杆不过就是两根鸡毛掸子和一个
用旧了的衣架弯成的圈圈再外加一个塑料袋
子而已，这看似简单的东西却有着非凡的妙
用呢。

“走，套柿子去！”眭老师一声令下，同学
们就一窝蜂似的涌出教室，站在树下，眭老师
做起了示范，只见他找准了柿子，把手一伸，
杆子一挺，用力一拉，“咕噜”一声，一个黄澄
澄的柿子就被轻轻松松地收入囊中，同学们
都拍手叫道“好啊——好啊”，有几个同学看
了手头也痒痒啦，都忍不住想试试，可是套柿
子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他们套了半天，却一
无所获，只有几个同学稍有“斩获”。那小柿
子就像淘气娃娃在和我们捉迷藏，它们顽皮
地躲进了叶丛中，拿着绿叶做“挡箭牌”，左躲
右藏的真拿它们没辙。引逗得我们大呼小叫
急得直跺脚，时近黄昏了，暮色中我们收起套
杆回归教室。

最后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竟然套到了
八个大柿子呢。

（指导教师：眭金和）

我身边的小能人
行宫中心小学五（1）班 张馨莹

我们班有这样一个超级小能人，她读起
书来抑扬顿挫，她讲起故事来声情并茂，她写
起作文来妙笔生花。她，就是我们班的语文
课代表——张璐。

张璐的朗读水平是一流的。朗读抒情
文章时，她的声音像“百灵鸟”一样婉转连绵；
朗读激情文章时，她的声音如冲锋号一样慷
慨激昂。在读《三亚落日》这篇课文时，她读
得委婉动听，如天籁之音；她读得抑扬顿挫，
如美妙乐曲；她读得声情并茂，如优美诗篇。
那蓝蓝的大海，那蓝蓝的天，那迷人的沙滩，
那洁白的海鸥，那美丽的三亚，仿佛就展现在
我们的眼前，让我们听得如痴如醉，让我们仿
佛漫步于连绵不绝的优美画卷之中。在读
《二泉映月》这篇课文时，她读得委婉连绵，她
读得升腾跌宕，她读得激荡起伏，让我们走进
了阿炳的内心，感受到阿炳对音乐的追求和
对美好未来的无限向往。

张璐的表达能力也是一流的。她讲故
事绘声绘色，不仅妙语连珠，而且娓娓动听，
有时让我们感受神话故事的神奇，有时让我
们感受历史故事的魅力，有时让我们领悟寓
言故事的道理。她写作文妙笔生花，不管是
写人的作文，还是写事的作文，或是写景的作
文，她的构思总是别具匠心，她的刻画总是栩
栩如生，她的描写总是波澜起伏，让人读后回
味无穷。

张璐的朗读让人浮想联翩，张璐的表达
让人赞叹不已，她在语文方面的才能，让我佩
服得五体投地。（指导老师：韦红叶）

我家的小绒球
延陵学校三（1）班 潘雅萱

我最喜欢的小动物是我家的小花猫，它
的名字叫小绒球。你们知道它为什么叫小绒
球吗？因为它有一身绒毛，摸上去可舒服了。

它的耳朵是三角形的，可灵敏了，一有什
么声音，它就会昂起来听。它还有一身黑白
相间的毛，软软的，亮亮的。不过，它最可爱
的地方还是它的鼻子，圆圆的，黑黑的，一闻
到鱼肉的香味，就会不停地流口水。另外，它
的眼睛很特别，一到晚上就会闪闪发光。

有一天早晨，小绒球在院子里晒太阳，我
在书房里写作业。突然，听到我家的小绒球
一个劲地在叫。我出去一看，原来有一个陌
生人进了我家的院子。结果，那个想到我家
拾东西的陌生人硬是被我家的小猫赶跑了。

还有一次，我在家里吃饭，我见小猫在
我脚下晃悠，就扔了一块肉给它。可是它对
肉看都不看。我挺好奇的：还有猫不吃肉
的？后来，我又扔了一条鱼给它，想看看它有
什么反应。结果，我的鱼还没有落到地上，小
绒球就扑过去，一口就叼住了。

同学们，我家的小绒球是不是很可爱
呀。我可喜欢它了！

（指导老师：贡成锁）

文具盒里的故事
司徒中心小学六（4）班 李子熙

文文有一个漂亮的文具盒，里面摆着铅
笔、橡皮、转笔刀。铅笔长长的，细细的，穿着
一身漂亮的花衣裳，像一位亭亭玉立的美少
女；橡皮胖胖的，白白的，不言不语，像一个内
向的小弟弟；转笔刀则是圆圆的，矮墩墩的，
像一位懂事的大哥哥。平时他们和睦相处，
如果铅笔粗了，转笔刀则会来帮忙；如果铅笔
写错字，橡皮马上跑过来一显身手，为了小主
人的学习，他们互相帮助，过着快乐的生活。

一天清晨，铅笔伸了伸懒腰，睁开了美
丽的大眼睛。她看到自己的伙伴都还没醒，
就站了起来，活动活动腿脚让自己更精神。
她又低头看了看胖嘟嘟的橡皮和矮墩墩的转
笔刀，觉得自己是个世界上最美的铅笔，就

“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转笔刀和橡皮被吵醒了，慢吞吞地坐了

起来。铅笔昂头挺胸清了清嗓门，斜着眼睛
看着两位刚被吵醒的伙伴们说：“看看你们
俩，一个胖胖的，一个矮矮的，真难看！”

转笔刀揉了揉眼睛，用奇怪的眼神看了
看铅笔，笑呵呵地说：“哎哟，我尊贵的铅笔小
姐，你今天怎么了？”

话还没说完，铅笔就生气地说：“我今天
怎么越看你们越不顺眼，看你们的丑样，能和
我的美相提并论吗？”

“我们生下来就是为主人服务的，怎么
比起美来了？”转笔刀笑着说。

“就是就是。”橡皮也接口说道。
铅笔指着转笔刀的鼻子，生气地说：“看

你那嬉皮笑脸的样，滚圆滚圆的身子，简直就
是啤酒桶，离我远一点，哼！”

这回转笔刀也生气了，说：“尽管你不高
兴，可我还是要说，平时你的笔尖粗了，是谁
帮你削尖的？你写错字了，是谁帮你擦掉
的？还不都是我们！”

“离开了你们，难道我就不能活了？”铅
笔狠狠地说。橡皮拉着转笔刀的手说：“大哥
何必呢，咱不理她。”从此，转笔刀和橡皮再也
不理铅笔了。

就这样，当文文用粗了笔头要找转笔刀
时，转笔刀一下子跑开了。文文一急，又把字
写错了。橡皮知道后，也藏了起来。

文文一气之下就把铅笔摔在了地上，铅
笔被摔成了两半。

（指导老师：杭火风）

精彩！中国人
正则小学六（10）班 华璐

精彩中国人，造就精彩中国。
奋力拼搏、自强不息的中国人
她叫茅欢，是我们的学姐，现在已经是一

位大学生了。她与常人不同，她一生下来就
是脑瘫，行动很不方便，更别说思考问题了。
当别人都在劝说她放弃的时候，她和家人却
奋力地拼搏下去：白天，别人在外面玩耍时，
她在书桌前钻研题目；深夜，别人早早地进入
了梦乡，她却还在为一道难题反复地计算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她凭着顽强的毅
力考上了大学，她说：“我追求的不仅仅如此，
我现在要更加努力，坚持下去。”这一句坚定
的话语，不正是自强不息的体现吗？

美化环境、服务人民的中国人
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各个角落，都闪烁着

他们的身影——一道道橙色或黄色的光点，
默默无闻地点亮着这个城市。小到地面的纸
屑、果壳，大到数不清的落叶，他们丝毫不懈
怠，毫无怨言。累了他们，干净了整座城市，
所以他们被亲切地称为“城市美容师”。

舍生忘死、为国献身的中国人
2019年 3月 30日，四川凉山发生了严重

的森林火灾，面对大火，人们纷纷撤离，紧急
疏散。此时此刻，却出现了一位位“逆行
人”——消防官兵，他们顶着熊熊烈火，义无
反顾地进行救援，与大火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几十个小时过去了，大火被扑灭了，而他
们却已累倒在地上，甚至付出了年轻而又宝
贵的生命。若问精忠报国为何物？那就是他
们咏唱的一曲曲生命赞歌。

前有周总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誓
言，今有我们“今天我以祖国为荣，明天祖国
以我为荣的”豪情壮志。伟大的祖国正是拥
有着无数精彩的中国人，才会如此安定和谐，
才会这么繁荣富强。可亲的祖国，我要为你
点个赞！可爱的中国人，我要为你们点个
赞！让我们一起心怀梦想，扬帆起航！

（指导老师：赵婧）

宿新市徐公店
匡亚明小学三（3）班 殷子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