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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新时代的追梦人
——观看国庆阅兵有感
正则小学六（6）班 贡覃延

2019年10月1日是不平凡的一天，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大喜日子。

一吃完早饭，我就打开电视，端坐在电
视机前，期待阅兵的开始。蓝天丽日下，庄
严的天安门城楼显得格外庄严神圣。上午
9时57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和许多国家重要领
导人齐聚城楼，向广场观礼台上的各界代
表挥手致意。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第一个环节是习近平主席发表重要讲
话，当我听到习主席说：“……今天，社会主
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没有任何力
量能够撼动我们伟大祖国的地位，没有任
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前进
的步伐……”时，我为我能够生长在中国这
一伟大的国度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10时15分，习主席乘坐红旗牌检阅
车，经过金水桥，驶上长安街，阅兵总指挥
报告受阅部队列队完毕，习主席下达命令
开始检阅，阅兵便正式开始了。

党旗，国旗，军旗在受阅部队最前方迎
风招展，习主席驱车行进至三面旗帜面前，
向国旗行注目礼，这个环节也是以往的庆
典从来没有过的。

雄壮的军乐声中，习主席乘车沿着宽
阔的长安街，依次检阅15个徒步方队、32
个装备方队。近15000名受阅官兵整齐列
阵、英姿勃发，580台受阅装备在阳光下熠
熠生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的首次国庆阅兵，也是共和国武装力量
改革重塑后的首次整体亮相。

接着，就是令人热血沸腾的分列式阅
兵了！分列式阅兵就是不同的部队以方阵
的形式经过主席台，接受检阅。他们穿着
各色漂亮的服装，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以
精确到秒的速度，依次走过天安门广场，接
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看到这里，我不禁
想起了那句古话：“台上三分钟，台下十
年功。”这精彩展示的背后是千
万遍的苦练，鞋子不怕
踏破，嗓子不怕喊
哑，皮肤不怕
晒伤，汗
水

不怕流尽……最后就是彩车游行了，每个
省都有自己特色的彩车，它们形状各异，五
颜六色，不同的是外表，相同的是对祖国的
爱。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女排这次也上了彩
车，在场的官兵们情不自禁地高呼“中国女
排，世界第一！”

看完阅兵式，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壮阔七十载，奋进新时代！作为一名新时
代的少年儿童，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为
振兴祖国而奋斗！做一名新时代的追梦
人！（指导老师：欧阳文青）

友情
云阳学校六（5）班 杨若玙

“我好想拉住流年好好地说声再见
……”我一边听歌，一边看书时，忽然听到
朋友的一声感叹；“马上我们就要毕业了。”
这句话突然把我拉回原来上学的时候。

一年级刚入学时，因为不认识班里的
同学，下了课我只能在座位上安安静静地
坐着……终于有一天，我和张媛说：“我能
和你做朋友吗？”“当然，我们本来就是朋
友。”她边笑边说。当年，她的这句话像冬
日中的一杯热水，温暖了我幼小的心灵。

三年级时，我期中考试考砸了，好几天
都不和别人说话，十分害怕别人会嘲笑我，
会对我冷嘲热讽。一下课，赵宇轩就跑来
找我：“杨若玙，你怎么了？我看你每天都
闷闷不乐的。”“我期中考试考砸了”我结结
巴巴地对他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人总
会失手的。下次努力，期末考试你一定能
考个好成绩！我相信你！”他边笑边对我
说。他的那句“我相信你”，让我十分感动，
也让我充满了信心。

五年级时需要调座位，老师会把许多
要好的同学“拆散”，我和王紫依也不例
外。到了下午调好座位，我就看见王紫依
那硕大的眼睛盈满了珍珠似的眼泪，仿佛
在对我说：“老师为什么要换座位，我还是
想和你坐……”

这一位位同学都让我体会到了友情的
可贵，我一点都不想毕业，有些东西可以用
金钱来交换，但珍贵的友情是要用一颗真
心来换的。 （指导教师：袁建华）

我家的小仓鼠
华南实验学校四(2)班 欧雨菡

“咔吧，咔吧”。咦，这是什么声音？哦，
原来是我家的小仓鼠在啃咬硬纸板作乐
呢！

小仓鼠在我家的待遇极高，住的是豪
华的三层小别墅，吃的是我精心调配的五
谷杂粮，有时还会加上几粒肉干。我想，对
人类而言，锦衣玉食也不过如此吧！不过
由于我们对小仓鼠的宠爱，它的体型像吹
气球似的日益增长，和当初它刚来我家时
的娇小玲珑形成鲜明对比。不过它的颜值
还是很高的，尤其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就
像两颗耀眼的黑宝石。一对毛茸茸的小耳

朵高竖在头上，一张三瓣嘴尖尖
的，还真有点儿像它的亲戚

——老鼠呢。嘴巴边缘
长着许多胡须，给小小
的仓鼠增添了几分
精明。小仓鼠整
体是灰色的，背

上有一道黑线，整个肚皮却是白白的，小爪
子粉嘟嘟的，可爱极了。在它的身后，还有
一条短短的不仔细看根本不会注意的小尾
巴，它白白的，尖尖的。小仓鼠缩起来的样
子就像个小汤圆，所以，我就喊它“汤圆”。

汤圆有个“爱好”——啃纸板。它还住
在旧房子时就喜欢啃纸板，把小纸板啃得
稀碎，把家里搞得乱七八糟。为这事，我还
经常用小木棍对它进行惩戒，可是汤圆偏
不听，甚至还学会了“人前一套，人后一
套”。它只要一瞧见我拿着小木棍高调地
走来，便马上停止啃咬，一双乌溜溜的大眼
睛盯着我，要是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它有多
无辜呢！可我前脚刚走，后脚它就马上“原
形毕露”了。瞧！它把头往纸板里一埋，一
张小嘴动几下，随着“咔吧，咔吧”的响声，
纸屑就脱离了纸板的怀抱。一会功夫一块
纸板就消失了，只剩下那一片狼藉的碎纸
屑。我原本以为把汤圆搬到了“高端、大
气、上档次”的别墅后，它会改掉这个坏习
惯，做一只优雅的小仓鼠。可惜事与愿违，
小仓鼠明目张胆地照旧啃它的纸板，然后
把碎纸围成圈，自己坐在圈里面悠然自
得。唉！有这样一只堪称碎纸机的小仓
鼠，我也很无奈啊！ （指导老师：杭志芳）

《我为祖国点赞》
读后感
后巷实验学校五（6）班 阮万嘉

中国，是屹立于世界东方的一条巨龙，
也是四大古文明的发源地之一。现在的中
国是一个有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
等价值观的社会主义国家。我现在也要为
祖国点赞。

我点赞祖国的大好河山。我国明代著
名的地理学家徐霞客，曾走遍祖国的大江
南北，写下了著名的《徐霞客游记》。在他
游览了安徽的黄山后曾留下了千古名句：

“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的
确，黄山景色秀丽，气势磅礴，任何人置身
于云海山巅时，怎能不生出“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小”的豪情呢？

我为祖国的科技点赞。在我国贵州省
的群山深处，坐落着一块约30个足球场大
小的射电望远镜，它是世界上口径最大，最
灵敏的望远镜，也被誉为中国“天眼”。我
国还成功自主研制出了许多航天飞行器，
比如神州飞船，天宫，月宫，嫦娥……中国
科技创新的累累硕果，怎能不让世界上的
传统强国为之惊叹而刮目相看呢？

我为祖国的担当点赞。侠之大者，
为国为民，在敬爱的习总书记的领导
下，到 2020年，中国将消除所有的贫困
人口，带领 13亿多的中国人向全面小
康又迈进了一步。国之大者，兼济天
下，危难时刻尽显大国担当。2014年，
当埃博拉疫情在西非持续蔓延，当有的
人离开时，中国却派出自己的医疗队向
最危险的地方飞奔而去。为数百万当
地群众筑起生命的堡垒。如此的担当,
怎能不让世界人民所动容呢？

有句话说得好：“少年强则国强，少年
智则国智。”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要学好
知识，用知识武装的大脑才能更强；要养成
各种好品德，用品德熏陶的人格才更健全
——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指导老师：范青云）

我为您点赞
丹凤实验小学四（2）班 夏茗轩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它就是我的祖
国——“千年风华逶迤史，万里江山磅礴
澜”，就是中国地大物博、人杰地灵的真实
写照。

“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
黄山以奇松、怪石等美景闻名于世，被誉为

“天下第一奇山”；九寨沟的山和水，青葱妩
媚，清澈缤纷，山水倒映在湖水中，如同梦
幻般的童话乐章；“不到长城非好汉”，万里
长城，远远望去，如一条雄壮的长龙，连绵
起伏，蔚为壮观。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祖国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的生活从贫穷到了小
康。在共产党的带领下，我们的祖国经济
越来越发达，我们的祖国从“自行车王国”
变成了高铁总里程世界第一，而今“动动指
尖”网购，成了生活中的家常便饭，用手机
购物、充值、缴费等已经融入到我们生活的
方方面面。

国强则民强，国富则民富，国家昌盛则
民族亦昌盛！“厉害了，我的国”，我为您点
赞！ （指导老师：毛姗姗）

夸夸
行宫中心小学五（2）班 李丽

行宫中心小学五（2）班学生，来自四面
八方。有江苏的，有安徽的，有云南贵州
的，有山东四川的……人们称这个班“大杂
烩”。我是这个班的班长，可喜欢这个“大
杂烩”了。下面我就来夸夸五（2）班。

2018年11月6日，丹阳电视台台长，
邀请我们小学的合唱团，去为“最美警察”
曹警官献歌。五（2）班的我和韦雨濛去了，
唱了一首《警花妈妈》，歌声婉转灵动，使在
场的人都热泪盈眶。

体育健将唐思涵，她把课外阅读的时
间都扑在运动上，每天刻苦训练，在丹阳第
七届运动会上得到了竞走第四名的好成
绩。

我们语文老师是退休后返聘的老教师
——杭书儿老师。他不仅对工作认真负
责，还时时教导我们怎样做人。“三八”妇女
节时，他教导我们要对女老师展开笑容，说
声“谢谢”。

活泼可爱是我们数学老师的优点。上
课时，她总能带动我们的情绪。自习课时，
她会带我们听听音乐，辅导辅导作业。

优雅大方是我们英语老师的标签。上
课时，她会以优雅的姿态，教给我们知识。
放学时，她会叫一些成绩差的学生留在教
室里，仔细辅导他们，让他们知道，英语拼
写是有规律的。

夸夸我自己，身为班长，我有许多事情
要做。为了我们班能走在别的班级前面，
我严格要求同学，处处以班级荣誉为重。

我们五（2）班，还有好多好多要夸奖的
地方，真是三天三夜也讲不完。我们有决
心：为班级赢得荣誉，为学校增添光彩！

（指导老师：杭书儿）

我不再胆小
新区实验小学六（4）班 陈琳

说起害怕的事，那就数打针了，以前，
我一听到“打针”二字就浑身起鸡皮

疙瘩，遇到感冒发烧要打针时，总是又哭又
闹。

读一年级的时候，一天头疼得厉害，吃
了许多药也不见好转，妈妈只好把我送到
儿童医院。到了医院，医生一量体温，说是
高烧，一定要打针。我害怕地躲到妈妈身
后，紧紧地拽着妈妈的衣角。

虽然害怕，但我也只好硬着头皮跟着
妈妈磨磨蹭蹭地走到注射室。里面有一个
又哭又闹不肯打针的小弟弟，他妈妈见我
进来了，对他说：“你看这个大姐姐这么勇
敢，不哭不闹，你还是个男子汉呢！”他一下
子停止哭泣，红着眼，奶声奶气地问我：“姐
姐，打针疼吗？”我犹豫了一会儿，说道：“一
点儿也不疼。”说完脸涨得通红，心想：我这
不是撒谎吗？可是难道应该对他说打针很
疼吗？在做思想斗争之时，小弟弟已经打
完针了，开心地对我说：“真的一点儿也不
疼，谢谢姐姐！”我勉强地笑了笑。

轮到我了，我深吸一口气，快步走向注
射台。我双眼紧闭，咬紧牙关，等待医生打
针，医生用酒精在我手臂上轻轻擦了擦，一
丝凉意涌上心头。我知道要打针了，眼睛
闭得更紧了，可这时医生说：“好了。”咦？
今天怎么一点儿也不疼呢？

原来，我在鼓励小弟弟的同时也鼓励
了自己，战胜了心中的“胆小鬼。”

世上的事，就是这样：你强他就弱，你
弱他就强。我为自己不再胆小而感到自
豪！ （指导老师：杨华萍）

奇妙的第一次
实验小学三（8）班 林之昊

暑假，爸爸带我和妈妈去重庆玩，因为
距离遥远，所以要坐飞机去，我兴奋极了，
这可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呀！

我们开着汽车去南京禄口机场，过了
安检，进了候机大厅，好多架飞机出现在落
地窗前面。飞机好大啊，一架架飞机就像
是展翅的巨鸟。

过了半个小时，我们登上了飞机，我的
感觉就像阿姆斯特朗登上了月球，新奇又
激动。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后，我一看，我居
然成了飞机翅膀的邻居。

飞机开始慢慢滑行了，速度真是慢得
惊人，我不免有些失望。这时，飞机转了个
弯，开始加速了，越来越快，突然，飞机像是
被巨大的力量拎了起来，我感觉自己猛地
向后仰，心往下一落，耳朵一下子就屏气
了。飞机飞起来的那一刻，还真难受啊！
飞机一直在上升，我往窗下看，哇，河流和
公路变成了头发丝，高楼大厦变成了积木，
慢慢的，它们变成了模糊的小点，最后，消
失不见了。过了会儿，我的眼前出现了一
朵朵白云，有的像奔腾的白马，有的像洁白
的棉花，还有的像调皮的雪人……突然飞
机颠簸了几下，我感觉有点晕，赶紧闭上了
眼睛。空姐说，飞机遇上了气流，有些颠
簸，马上就会恢复平稳。我这才放心。随
后，我们享用了美味的晚餐，欣赏了重庆上
空的美丽夜景，飞机缓缓地降落在了重庆
机场。

坐飞机的感觉太奇妙了！我已经开始
期待下一次飞行了。(指导老师：钱煜华)

我的新老师
匡亚明小学四（4）班 殷子麒

快乐的暑假结束了，我们迎来了新
的学期，也迎来了新的老师。

听同学们说，我们的数学老师是一位
将要退休的女老师，对学生的要求很严
格。

上课了，我直起腰，透过窗户，眼睛向
办公室方向瞄着，十分期待这位新老师的
出现。不一会儿，一位上身穿白色T恤衫、
下身穿淡灰色的运动裤、脚穿白色运动鞋
的老教师大步流星地向我们的教室走来，
她竟然是我的奶奶——张老师，可是，她在
家里从未说过她要教我的数学，我感到很
惊讶。

奶奶做事雷厉风行，有点严厉，我一定
要坐正！坐正！我心里默默地念到。奶奶
走进教室，首先环视四周，然后是用她那响
亮的声音说：“上课！”张老师先作自我介
绍，还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写在黑板上。后
来再讲关于课堂纪律和作业要求，比如上
课不能做小动作，不随便讲话，坐姿要端
正；作业书写要工整，否则重做。张老师对
学生特别严格，别看她年龄大，只要哪位同
学在做小动作或者思想开小差，都逃不过
她的眼睛。有位同学在玩笔，张老师看见
了就没收了他的笔，还叫他作口头检查。
张老师很关心学生的身体健康，哪位同学
不舒服，她都马上走过去，用她那双温暖的
手去摸摸那位同学的额头，看他有没有发
烧，如果发烧了，她就会亲自送他去医院看
病，还马上电话联系家长。

我特别喜欢这位双重角色的数学老师
——我的奶奶，喜欢她严中有爱，喜欢她对
工作的满腔热情，一丝不苟。我想：我一定
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长大后也做一位受
学生爱戴的好老师！（指导老师：崔文阳）

迎宾路
蒋墅中心小学四（1）班 郭欣楠

我家坐落于蒋墅街上，门口有条路，它
有个好听的名字叫：迎宾路。这条路是东
西走向，以蒋墅大桥为界，又分为迎宾东路
和迎宾西路，而我家就在迎宾西路上。这
条路全长约1000米，除了两边1.5米宽的
非机动车道外，中间还有两车道。最近几
年，这条迎宾路见证了蒋墅街道的改变。

这条迎宾路原来是一条水泥路，可因
为来往车辆的碾压，不多久就出现了一些
裂痕和破损，给行驶的车辆带来了不便。
后来政府把它改建成了柏油路，路面平整，
还不容易损坏。这件实事得到了蒋墅老百
姓的啧啧称赞。

道路得到了改善后，原来有街面房的
房主抓住了这一大好商机，在路两边新砌
了许多楼房，装修一新。于是路两边的店
铺也越来越多了，有早餐店、服装店、蛋糕
店、理发店、水果店、五金店……整条街也
变得异常繁华，可以说蒋墅街因为迎宾路
而旧貌换新颜。当时爸爸和妈妈也正是看
中了这一点，所以才从安徽老家搬来蒋墅
街上开了“四季青”服装店。

这里不仅变繁华了，而且也变漂亮
了。在路的两旁，还种上了香樟树，绿树成
荫，夏天走过，可凉爽了！还有些街边的人
家会在自家门口砌上小花圃，种上一些喜
欢的花草，什么大理菊、绣球花、一串红
……为迎宾路更增添了几分美丽和生
机。

迎宾路不仅方便了老百姓的出行，还
带动了蒋墅经济的发展。如果中国的每个

农村小镇都有一条这样的路，那我们就能
早日实现祖国的富强梦。

（指导老师：贺卫芬）

家人伴我成长
新桥中心小学六（6）班 江晨

那是一个大雪纷飞，冰天雪地的日子，
天空中下起了鹅毛大雪，一片片雪花掉落
在地上，变浅变浅，融化了，就像一群群精
灵落地后，用魔法把自己隐身了，真的神
奇。放学了，我开开心心地走出教室，一下
就看到母亲。我喜笑颜开：“妈妈，您这么
早就来啦！”妈妈回答道：“不早点来，让你
在这冻着，赶紧把帽子、衣服穿好，要上路
了！”妈妈把好穿的衣服和帽子给了我，我
疑惑地问道：“妈妈，你不冷吗？”妈妈笑着
说：“我不冷，你穿吧，别感冒了。”我一开始
真的以为妈妈不冷，就乖乖地穿上了衣服
和帽子，坐上了电瓶车。一路上，雪花一大
片大片的在天空中飘落，北风呼呼地吹着，
我见妈妈的耳朵通红，脸也红了，我再次问
道：“你真的不冷吗？”“不冷”妈妈道。

到了十字路，一辆三轮车不小心撞到
了我们，因为司机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在我们被撞的时候，妈妈紧紧地抱着我，我
害怕地哭了起来，同时感觉到了母亲那冰
凉的双手……我这才明白，妈妈是冷的，只
是不想让我冻着而已。司机连连道歉，我
们没有追究，继续赶路。不经意地看到了
妈妈的胳膊。呀！妈妈的胳膊流血了，一
滴滴地流。我说：“妈妈你的胳膊流血了，
去医院看看吧！”生拉硬拽，妈妈总算去了
医院……这件事，让我成长，我想快点成长
回报妈妈。 （指导老师：王妍）

变形记
吴塘实验学校六（5）班 张定辉

天高云淡，金桂飘香，令人心旷神怡。
我在河边拿着小石子打水漂，望着一个个
溅起的水花，甭提有多开心了！

正当我尽情地玩耍时，一不小心由
于用力过猛，我掉入了河中！刹那间，
我竟然变成了一条鲤鱼！身着火红的
外衣，一对黑宝石般的眼睛，扇形的尾
巴在水中不停地摆动。我瞪大双眼，不
敢相信！我拼命挣扎，想跃上河岸，在
我的不懈努力下，我终于跳上了河岸，
可还不到 30秒，我就觉得自己呼吸困
难，快喘不上气了。无奈之下，我只得
又跃入水中。这时的我才彻底相信，我
真的变成了一条鲤鱼！

第二天早晨，我的肚子咕咕叫，毕
竟从昨天下午我就没有吃东西。我四
处搜寻！哈哈！天助我也！一条长长
的、粗粗的蚯蚓猛然出现在我的眼前，
我心花怒放。蚯蚓发现了我，左冲右
突，想逃离我。呵呵，到嘴的美食怎么
舍得放弃？我瞄准目标，以迅雷不及掩
耳之势张开了大嘴，一口吞下了它。正
当我暗自窃喜时，才发觉我被渔人所

害。钓鱼者一边提
起我，一边开心地说：

“哈哈，好大一条鲤鱼呀！”
随后小心翼翼地把我放在了
水中的鱼网里。我心想：惨了！
惨了！这次我变成红烧鲤鱼，清炖
鲤鱼汤，还是油炸鲤鱼呀？想到这，我
不禁打了个冷战。

突然一个小洞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便
使出吃奶的力气用头把那个洞钻大。此刻
的我就像一个死里逃生的犯人，拼命地钻
啊钻……哈哈！终于逃了出来，正当我暗
自得意时，一条非常饥饿的黑鱼看上了我
一身肥肉，饿狼般的眼睛盯着我，露出无数
颗锋利的牙齿，口水直流三千尺。我吓得
魂飞魄散，撒腿就跑，拼了老命地游啊游，
情不自禁叫起来：“怎么办？怎们办？救救
我！救救我！快点把我变成人吧！我再也
不想做鲤鱼啦！”（指导老师：姜玉花）

笑声飞出了窗外
司徒中心小学五（1）班 胡俊颜

暑假的一天下午，天气十分炎热。我
的几个闺蜜叶子、慧子、童童，还有两个“铁
哥们”小超、小辉等都来到我家客厅，坐在
沙发上，开始有趣的“活动”。小超是我们
小群体里鬼主意最多的，大家称他“参谋
长”，只见他一拍大腿说：“今天我们玩一个

‘看表演猜成语’的游戏怎么样？”他的话立
即得到了大伙儿的赞成，说完我们就把客
厅里当成了“战场”，把中间的茶几当作讲
台，其余的人坐在沙发上准备抢答。“参谋
长”大步流星走上讲台，只见他紧皱眉
头，沉思了片刻后，举起了右手，四指并
拢，大拇指竖起，再伸出左手，表情严
肃。看，他那右手像刀一样砍向左手，
然后他“哎哟”呻吟了一声，眉头紧锁，
哭丧着脸，“是一刀两断！”我正想说的
时候，叶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说了出
来，抢了我的答案。参谋长说：“恭喜
你，答对了。”接着，慧子笑容满面地走
上讲台，信心十足地表演了起来。她把
手当作牛角，绘声绘色地发出一声

“哞”，接着又在胸前如痴如醉地拨动琴
弦，最后他又做出牛无动于衷的样子，

“这是对牛弹琴！”我刚想说，可机会再
次被别人抢走了。紧接着，小辉脚步轻
轻地走上讲台，然后左顾右盼，蹑手蹑
脚地走向那装满糖果的包包，东张西
望，不停地转动他的贼眼，见大伙没有
任何动静，便一把把糖果包放到一个角
落里，然后大模大样地走了出来，露出
一丝诡异的笑，好像在说：“今晚我可以
大饱口福了。”然后，他把手拢着嘴巴大
喊：“快来呀，抓贼了！”他的表演令我们
目瞪口呆，笑倒一片……

游戏还在继续，大家还表演了“打
肿脸充胖子”“真假公主”等，笑声在客
厅里飞扬，笑声也飞出了窗外……

（指导老师：薛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