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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
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
今走向繁荣富强……”《歌唱祖
国》这首歌的每一个旋律都抒发了
中华儿女的自豪之情。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亲
手把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升上
蓝天，红旗高高地飘扬在祖国的
上空。2019年10月1日，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的
峥嵘岁月，在党的领导下，全国
人民艰苦奋斗，砥砺奋进，取得
了辉煌的成就。如今的新中国早
已脱胎换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国家特地发行了纪念邮票，当我看
到一套国旗邮票的时候，眼前忽然
一亮，真是“邮票藏九州，方寸纳
天地”！

这套邮票共两枚，面值各 8

分。第一枚邮票为“国旗”。湛蓝
的天空，朵朵白云，好像经过风雨
洗礼过的祖国一样，迎接彩虹般美
好生活的到来；彩虹像一座桥，一
座通往美好之路的桥梁，它是那么
美丽，美得让人不敢直视，不经历

风雨怎能见彩虹？此时的五星红旗
似乎摆动得更起劲了，在蓝天白云
的映衬下，显得格外艳丽。第二枚
邮票也是“国旗”，不同的是背景
变成了崇山峻岭和万里长城。那连
绵起伏的长城像是沉睡的东方巨

龙，正在慢慢地苏醒，准备飞向云霄
一展雄风。火红的旗帜飞扬在上空，
显示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尊严，象征
着中国古老的文化和大好河山，也仿
佛在昭示着中国的领土是神圣的，永
远不容侵犯。

啊！伟大的祖国母亲，您哺育了
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他们没有辜
负您的期望，正让中国变得逐渐强
大！

我为我是中国人而感到自豪、骄
傲！

腾飞吧，中国龙！
（指导老师：山湖花园小学淞南阳

光校区 李逸皓）

腾飞吧！中国龙
小记者 张加运

幸福是果实，奋斗就像辛勤栽培养育
的过程。

成功通常不是偶然获得的，必得借助
于我们的努力奋斗。爱迪生经过了许许多
多次实验才找到了适合发光的材料——钨
丝。再如写作，看看只是简单的写字，但
其实这也是一个努力奋斗的过程，伟大作
品的完成莫不如此。比如我国的四大名著
之一《红楼梦》就是曹雪芹用了十年时间
才完成的巨著。

有人说，有些发明创造是偶然的。门
捷列夫发现元素周期表，弗莱明发现青霉
素，这些都是在很偶然的情况下获得的，
但若不是门捷列夫成天苦苦思索着元素的

特征和规律，若不是弗莱明没日没夜地做
实验，他们又怎么会有如此重大发现呢？

即使有人天生条件好，不奋斗就能获
得幸福，但肯定无法长久。

古代的方仲永，他小时候非常聪明，
天资非凡，大人都夸赞他，他的父母也洋
洋得意，使得他后来不再努力奋斗，不再
继续学习，结果长大之后，他同一般人没
有什么两样，一辈子默默无闻。

现在的富二代，如果自己不思进取，
只是依靠父母，相信很快将难以为继，所
以说就算你非常聪明或很有钱，也不能停
止努力奋斗，因为努力奋斗才能获得幸
福。

有时候，奋斗不一定意味着能获得幸
福，但不奋斗就一定得不到幸福。大多数
人奋斗总会获得相应的回报，我们年轻人
更应该珍惜大好时光，努力奋斗，向属于
自己的幸福进发。

（指导老师：吴江实小爱德校区 邱丽
勤）

向幸福进发
小记者 沈穆清

今天我来到了吴江博物馆，这里展示
着多年来吴江人民奋斗的成果，它是吴江
人的骄傲。

一进门，映入我眼帘的就是琳琅满目
的古文物，这些都是古人辛辛苦苦创造出
来的奇迹，每一个展厅都是值得被参观和
尊重的。我慢慢地走进了第一个展厅，这
里的文物有的是出自于现在的铜罗，有的
出自梅堰，有的是吴江松陵出土的……这
些文物都是我们伟大祖先凝聚下来的心
血。

我仔细地参观着这个展厅，这里有
我们祖先种植的水稻化石，有我们祖先
曾经使用过的工具，还有我们祖先的墓
葬品……通过它们，我们才能更好了解
到当时的文化和当时的人类生活情况。而
这其中让身为一个吴江人的我最为骄傲
的，还是博物馆专门用一个大厅展示的祖
先养蚕的历史，无论过去，现在，还是遥

远的将来，吴江都是“日出万匹，衣被天
下”的地方。

走出了第一个展厅，我们缓步来到了
第二个展厅——吴根生钱币博物馆。这
个展厅比前一个还要大，还要辉煌，因
为它所展示的就是人类历史上极其重要
的东西——货币。这里展示了我们中国
从唐朝到民国，货币一点一点发生的变
化，从手工雕刻出来的、边缘粗糙变形的
钱币，到大机器做出来的、边缘整齐坚硬
无比的钱币，再到纸币，这里都清清楚
楚地展示出来了。从这些货币不难看
出，我们的祖先用自己聪明的头脑，勤
奋的双手，一直在为国家的、自己的幸
福持续不断地付出，看到这里，我的钦佩
之情油然而生。

离开博物馆时，我久久地站在门口，
我不禁感叹：原来我们吴江拥有这么悠久
的历史啊！吴江每一年，甚至每一个月，
它都在迅速发展，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
科技现代化正在向我们走来。我们更应该
立下志向，好好学习，才能像古人一样，
把自己的幸福奋斗出来，我们幸福了，祖
国也将越来越强大，正如人们经常说的

“少年强则中国强”。
（指导老师：菀坪学校 沈莉）

少年强则中国强
小记者 沈亦陈

怎样能获得幸福呢？我们可以靠奋
斗、汗水换来。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更
没有免费的午餐，只有靠自己的努力奋
斗，才能获得幸福！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这个暑假里，我
看见了许多努力奋斗的人。你瞧，在炎热
的天气下，交警叔叔们汗流浃背，坚守岗
位指挥着交通。当我向他们敬礼时，他们
也向我敬礼，脸上还露出了温和的笑容，
我想他们也会为自己的工作而感到自豪，
为能帮助别人而感到幸福；你瞧，环卫工

人每天四五点就起床了，那时候我们还沉
浸在美梦中，而他们不管是大雨如注，还
是烈日炎炎，始终那么辛勤工作；快递员
和外卖员叔叔们呢，他们每天风里来，雨
里去，每天车轮滚滚，这么辛苦地奋斗，
不就是为了自己能有更好的幸福生活吗？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当我在经历过无
数次枯燥的练习后，终于第一次能完整地
写出一幅毛笔字对联，老师对我赞不绝
口，其他同学为我鼓掌时，我是幸福的；
当我靠着平时的不懈努力，终于在考试时
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是幸福的；当我在
舞台上跳着舞蹈，台下掌声不断时，我同
样也是幸福的……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只有用自己辛勤
的汗水，才能收获到属于你自己的真正的
幸福！

（指导老师：菀坪学校 沈莉）

奋斗后收获幸福
小记者 葛佳怡

幸福是人人都追求的东西，在物质生
活充裕的现在，人们越来越模糊了幸福的
概念，不知道什么是幸福？幸福在哪里？

习近平主席指出：“幸福是奋斗出来
的。”

是呀！幸福是奋斗出来的，靠我们辛
勤的双手，付出的汗水和努力，奋斗出来
的成绩才叫幸福。

看看我们身边的人，和发生在我们身边
的事，才能深切体会出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对于老人来说，幸福是儿女的一声问
候；对于母亲来说，幸福是孩子开心的笑
容；对于还是学生的我来说，幸福是一次
次优异的成绩。

今年十一岁的我，就读于北厍小学五
年级，一米五几的个头，一双丹凤眼，戴
着一副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的，小平头，

结合了我爸爸妈妈的所有优点，所以看起来
是一位挺帅气的一小伙子。

就读小学有五个年头了，每年被评为学
校的“润泽之星”，靠的不是我的脸，靠的是
我的奋斗。

我每天6:30起床、漱洗，然后晨读，7:10
吃早餐，7:30到校，晚上9:00睡觉，保持
很良好的作息习惯。

除了完成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和课堂作
业，我还会做一些补充的试题，练习英语听
力，阅读课外书籍，摘录一些名言名句作为
写作素材。别人在写完作业之余看电视玩电
子产品的时候，我还在练习各种各样的题
型，在总结平时的错题；别人还在睡觉的时
候，我已经起床背诵单词。

就这样日复一日的积累，才能取得优异
的成绩。

在每学年期末时，走到领奖台拿着“润
泽之星”的奖状时，幸福感油然而生。

正是靠着我一天天的努力奋斗，才能换
取这份幸福。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万里路遥，不忘初心，
风雨同行，牢记使命，我将会更加努力，换取更
大的幸福。 （指导老师：北厍小学 任晨晓）

因为勤学 所以幸福
小记者 马俊鸿

有句话叫“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任何人的幸福都需要努力奋斗。在我们的
生活中，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不但为自己
创造财富，还为我们的社会创造幸福。他
们就是我们的城市保洁员——环卫工人。

每天天蒙蒙亮的时候，环卫工人们就
已经起床，拿起扫把，弯着腰，一下一下地
扫着落叶。不一会儿，街道里、马路上就干
干净净、整整齐齐了。我不禁为他们感叹:
早上要起这么早，春去秋来、寒冬酷暑，一
直都要这样，他们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
在一次无意之中，我找到了答案。

那是一个炎热的下午，我上完兴趣课回
家。从下车到家门口，我就感觉热浪袭人。
在底楼楼梯上，我看到一位保洁阿姨正在打
扫。她微笑着跟我打招呼，还问我这么热怎
么不待在空调间里凉快。我很礼貌地回答了
她，并递给了她一瓶矿泉水和她聊了起来。
保洁阿姨的年龄可以当我的奶奶了，她说她
也有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孙女，在老家上
学。她孙女从不嫌弃她是一位扫地阿姨，还
夸她能干呢！说这些话的时候，她一直微笑
着，眼里是满满的幸福感。

她说，她用自己的双手给自己、给家人
增补家用，她用自己的双手给小区带来一份
干净，她用自己的双手给城市带来一片美
丽，她很骄傲也很自豪。

是啊，幸福是靠我们的双手奋斗出来
的！相信只要自己努力奋斗了，幸福就在不
远的将来！

（指导老师：盛泽小学目澜校区 潘晨）

可爱的保洁人员
小记者 吴卜涵

有些人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他们觉
得幸福是父母给的；有些人认为幸福是上
天给的，不需要自己努力，幸福会自动上
门……我认为幸福是自己给的，是我们自
己奋斗出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去年暑假，我去学游泳，因为我怕
水，一直不敢去学，而我又非常羡慕自己
的好朋友在水里像鱼儿一样游来游去。于
是我和两个小伙伴相约去学游泳。

到了游泳馆，一个姐姐在等我们，她
是我们的游泳教练，当我的脚伸进游泳池
的一刹那，我浑身哆嗦，觉得又冷又怕，
教练告诉我们在水里多活动几下就不冷
了。第一节课是练习憋气，当我第一次把
头埋进水里的时候，我心里害怕极了，刚
伸下去就蹿了出来。教练叫我不要害怕，
温柔地说，大胆一点，放松一点。第一节
课因为胆小，我是三个小伙伴中学得最慢
的，这一天，我在安慰声和紧张中度过
了。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开始了第二
节游泳课，我紧张得都想罢课了，幸好在
家里爸爸已经用脸盆装水让我练过了憋
气。一次、两次、三次，憋气终于学会
了。第二节游泳课学习内容是放松身体和
练习基本动作，刚开始因为我害怕水，肩
膀老是打不开，所以人一直浮不起来。越
紧张，越浮不起来，这时候我心里暗暗地
对自己说：加油，加油，你一定行的。教
练和小伙伴也不断地鼓励我，终于我浮了
上来，那一刻我又激动，又兴奋，有了一
份小小的成就感，游泳池的水也变得温暖
起来。

后面几堂课都是学习游泳动作。我觉
得是我最擅长的，因为我有六年的跳舞功
底，我觉得这是相通的，当教练一遍遍地
教我们游泳动作时，果然我是小伙伴中学
得最标准的。我有点小兴奋，但我并没有
骄傲，仍然认真听教练上课，一遍又一遍
地练，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第五天我居然
能在游泳池里游泳啦，最后一天我甚至能
在深水区游个来回。当教练向我投来赞许
的目光时，那一刻我好幸福，我好开心。

呀，原来幸福真是奋斗出来的！在今
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会继续努力奋斗的，
让我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指导老师：北厍小学 周迎飞）

学游泳
小记者 翁筱言

幸福是什么？
幸福就是满分吗？
幸福就是财富吗？
幸福就是成功吗？

幸福不是结果而是过程。
是考得满分前的努力付出；
是获得财富前的辛勤劳动；
是通往成功前的刻苦拼搏。

幸福是海燕搏击风雨时的万丈豪情；
是飞蛾扑向灯火时的英勇无畏；
是雏鹰展翅高飞时的矫健身姿；
是虫儿化茧成蝶后的翩翩起舞。

幸福是一条路，
充满崎岖坎坷的荆棘之路。
只有努力奋斗才能走到路的尽头，
幸福是一条属于奋斗者的路。

幸福是一颗果实，
高挂悬崖树梢的诱人果实。
只有刻苦拼搏才能品尝它的甜美，
幸福是一颗属于拼搏者的果实。

幸福是一片星河，
闪烁着明亮而璀璨的光芒。
只有在黑夜中仍不忘前行的人，
才能感受它的灿烂永恒。

幸福是一汪清泉，
散发着清醇而甘甜的气息。
只有在荒漠中仍不弃希望的人，
才能赢得它的滋润浇灌。

幸福不会选择懒惰者，
它只会对勤奋者卑躬屈膝；
幸福不会垂青怯懦者，
它只会对拼搏者俯首称臣。

不经风雨，怎见彩虹！
是的，没错，
奋斗就是幸福。

（指导老师：金家坝学校 赵彧）

幸福是什么
小记者 曾彦涵

这天妈妈带着我去看音乐喷泉，一路上我开
心得不得了，又唱又跳像只小兔子。

不一会儿就到了观赏喷泉的观众台，我们找
到了一个既舒服又能一览全景的位置坐下来，等
待着揭开它神秘的面纱。

当听到“音乐喷泉现在开始”时，全场都沸
腾了，紧接着一声巨响，一条水柱直冲天空，此
时观众纷纷拿出手机拍照留念，一边拍照还一边
欢呼。

我目不转睛地观赏着壮观的景象，一开始只
是一个小小的绣花针，慢慢地就变成了巨大无比
的通天柱，这个水柱就像西游记里美猴王孙悟空
的金箍棒一样，能长能短、能大能小。这水柱一
会儿变成一头凶猛的老虎，仿佛发现了前方的猎
物一路狂奔；一会儿变成一个会跳舞的小姐
姐，随着音乐翩翩起舞，大家都沉醉在她的舞
蹈中；一会儿变成一个巨大的爱心，接着一根
小手指对着这个爱心轻轻地触碰，爱心“砰”的
一下，立即变成了许多小爱心散落四方。这时全
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30分钟的表演真是太精
彩了！

这就是我暑假中的趣事，现在想想这场景仿
佛就在眼前，令我回味无穷。

（指导老师：花港迎春小学 石梦媛）

暑假中的趣事
小记者 王璐璐

转眼间，暑假已经过了大半，八月的天气格
外闷热，我忽然想起吴江一家水世界正式开门营
业了。据说它与其他户外水世界有所不同，它是
吴江首座四季恒温的室内水世界。不管外面是烈
日炎炎抑或是冰天雪地，在里面都可以尽情畅
玩。在这闷热的天气里，能享受一下短暂的清凉
该有多好啊！我好想去水世界体验一把！

于是我壮着胆子向妈妈提出这一想法，没
想到我亲爱的妈妈也正有此意。不过前提是我
要答应她一系列的条件：暑假作业要完成到指
定进度，自己的房间要学会自己打扫，还有不
能揍弟弟……为了能去水世界我也只有“任妈宰
割”了。

在一个不平常的早晨，妈妈说出了今天要去
水世界游玩的决定，我高兴极了。吃了早餐后，
我们就出发了，不一会，我们就到达了目的地。
走进水世界，首先看到的是两个巨型的、五颜六
色的大滑梯。我们按捺不住激动，赶忙爬到了滑
梯最高处，坐在滑道上，夹杂着水流“哧溜”滑
下，“扑通”一声坐在水里。这个项目还没玩几次
呢，二楼的音乐声吸引了我。

于是我来到了二楼，映入我眼帘的是一池碧
绿碧绿的水，原来是人造浪的场地。我们穿上浮
力衣带着游泳圈就往池里进发了，我想当时即
使有八头牛也拉不回来我要进池的劲头。在造
浪池里漂浮着真惬意啊，不一会人造浪就冲来
了，我们往前了一小段距离，就被它推了回来。
再往前，依然被推回来，我们乐此不疲地玩了好
久。

眨眼间，时间到了傍晚，我们要回家了。这
次的游玩让我感到非常开心，我真想再来一次，
希望你们也来体验一下！

（指导老师：菀坪学校 李娜）

暑假的一天
小记者 孙瑞青

□ 暑假趣事 □

幸幸福福是是奋奋斗斗出出来来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