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好，中国！在2015年
9月3日这天，你身着华服，从
五千年岁月中走来，展示你的
强大与壮观，你让国人惊讶，
让世人惊叹。野蛮的棱角被
时间磨去，圆润的线条勾勒出
谦和与慈祥。文明礼仪之邦，
中华民族之魂，在众多国家
中，你如同温和的兄长，将所
知所晓毫无保留地授出。琴
技、棋术、画艺、书法，炫丽燦
然的国学文化如夜空中的繁
星，永远不会陨落。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
咆哮，黄河在咆哮……”铿锵
有力的声音宣告着对历史的
诠释。中国，你经历了百年沧
桑，浴血重生。侵略者的力与
剑交错出光与影，在你的身体
上刻下无法抹去的痕迹。是
啊，他们任性地肆无忌惮地想
要夺走属于你的一切。那么，
中国，你害怕了吗？你畏惧了
吗？经历了这些残酷，你，又
会怎么做？身着中山装的习

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透着威
严与庄重的声音在广场上回
荡，萦绕在全世界人民的心
头，烙印在无数中华儿女心
间。和平万岁！我们祈愿着，
战争的阴霾不会再笼罩在世
界上空，和平的白鸽能在任何
一块土地上自由地飞翔。

军人笔直的站姿，就像逆
风中经受摧残却傲然挺立的
梅花。他们“咬定青山不放
松”，没有什么能浇灭他们心
中燃起的雄心壮志。“为人民
服务！”不仅仅是在生活中，倘
若敌军此时来犯，他们定会拿
起武器，保家卫国。

你好，中国！今日的中
国，请努力追求未来的辉煌，
过去已成过去。

你好，中国！未来的中
国，你的愿望会像广场上放飞
的和平鸽，被传递到世界各
地。

你好，中国，我们的中国！
（指导教师:唐娅梅）

不知何时，鼻子上鼻涕早已不见
一副厚重的眼镜
挡住了我们的天真无邪
幼时的风筝
不知飞到了哪个角落

不知何时，朋友间的友谊

多了一份虚伪
一起追过的蝴蝶
被埋在了焦黄的土里

天空里的清澈
不知何时变成了浑浊
那片幼时的油菜地

长满了杂草

小时后总想着长大
长大了
才知道童年才是最好的

（指导教师：蒋小玲）

童 年
达川区桥湾乡中心小学六（3）班/赵志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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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军歌的铿锵唱响，一个又一
个整齐的方阵，一车又一车先进的武
器越过了天安门。为纪念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七十周年，举世瞩目的大阅兵仪式于
二〇一五年九月三日在天安门广场
隆重举行，让无数中华儿女心潮澎
湃。

让我们一起欣赏这曲华夏的乐
章，共同回顾那段峥嵘岁月。

“七十年前的今天，中国人民经
过长达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
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宣
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
利。”虽然和平的阳光已普照中国大
地，但我们仍需记住“生于忧患，死于
安乐”。如果我们忘记了民族曾经的
屈辱，就是忘记了那些曾经为我们争
取幸福生活的抗战先烈。如果没有
他们，我们就没有家园，没有自由，甚
至没有生命！历史不容忘记，创造历
史的英雄更不容忘记!

“战争是一面镜子，能够让人更

好认识和平的珍贵。”百年沧桑让所
有中国人都明白了一个简单而又深
刻的道理——“落后就要挨打”。因
此，所有中华儿女都应该行动起
来：用崇高的爱国精神烙印自己；
用高尚的道德素质壮大自己；用宝
贵的知识财富充实自己。祖国的强
大离不开人民的强大，而只有每个
人都积极向上，敬业乐业奉献自我
价值，祖国才能更加繁荣昌盛，我
们必须共同努力。无论是狼牙山五
壮士的英勇无畏，还是十万红军的
长征精神，都是生活在和平年代的
我们应当学习和弘扬的。我们应该
树立自己的人生目标，踏着和平的
步伐大步迈向未来。

把胜利的战歌唱响——铭记历
史，缅怀先烈；把和平的鸽子放飞
——坚守正义，珍爱和平；把抗战的
精神发扬——向着明天，开创未来！

（指导教师：唐嘉）

伟大的祖国，我为你自豪
——达一中学生“9�3”阅兵观后感选登

为庆祝中华民族抗战胜利70周年，激发广大青年学生的
爱国热情，达一中在全校学生中开展了“‘9�3’阅兵观后感”征
文比赛。

通过班级推荐，最终收到学生作品260余篇。学校组织部
分优秀语文教师对作品进行评审，从中评出初中组一等奖作品
3篇、二等奖作品6篇、三等奖作品10篇，评出高中组一等奖作
品6篇、二等奖作品12篇、三等奖作品24篇，并予以奖励。

本期，本报选发其中几篇获奖作品，从中可以看出青年学
生对伟大祖国的热爱之情。

凄风苦雨山河泪，国破家
亡外寇侵。七十年前家国恨，
至今更警后来人。

七十年前，日本帝国主义
入侵中华大地，一时狼烟四
起，民不聊生。在这场民族灾
难降临之际，无数中华儿女带
着国仇家恨，带着满腔热血，
誓死保家卫国，奋勇杀敌，致
力还我神州大地一个朗朗乾
坤。

七十年前家国，八千里路
山河。在日寇铁蹄践踏下，多
少国人泪眼婆娑，多少英雄血
洒疆场。青山处处埋忠骨，何
须马革裹尸还。正是这一滴
滴热血，滋养了万里山河；正
是这一腔腔忠义，凝聚了华夏
精魂。八年抗战，我中华民族
以三千多万儿女的生命，保护
了千千万万的同胞；用三千多
万英雄的奉献，屹立于世界民
族之林。以最终的胜利向世
界宣告，我巍巍中华，天威不
可侵；礼我中华者，邦交友善；
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

七十年后的今天，我中华
神剑指天，富国强兵。七十年
来，我中华儿女时时铭记，处
处感怀！当年血仇，如今以国
威还报；当年耻辱，如今以奋
发洗雪。天安门城楼上，各国
领导人共赏我阅兵大典；北京
天空中，中国战机尽情翱翔于
九天之上；长安大街上，各种

军队齐声耀国光。在抗战胜
利七十周年来临之时，中国借
着阅兵庆典，向世界宣布，中
国已经富强；向战争宣布，和
平必胜；向先烈致敬，人民必
胜。先辈用热血与抗争换来
富强的中国，中国用和平与富
强告慰先辈之灵。

时间，让历史变成文字，
让文字变成传承，让传承在中
华民族的心中永驻。这永恒
的文字化为精神，在一代代中
国人的心中薪火相传，传递着

“生生不息，百折不挠”的抗日
精神。这种精神，让我们从屈
辱走向荣耀，让我们从衰败走
向富强！让我们继承这种精
神，向着未来宣誓：“七十载换
来湛湛蓝天，历史悲剧绝不重
演。”

阅兵庆典，铭记先辈们的
牺牲精神，铭记浴血奋斗的历
史，坚守今日的和平盛世，弘
扬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铭记
沧桑之后的富国兴邦重任，铭
记此时繁荣富强的荣光。让
我们继承先辈的遗志，建设美
丽的祖国；让我们踏着前人的
脚印，弘扬先辈的精神；让我
们为祖国而奋斗，为人民而奋
斗，为和平而奋斗！

壮哉我中国，与天不老；
美哉我华夏，与国无疆！

（指导教师:刘书曼）

壮哉，中国！
�达一中高2013级（13）班/黄金亮�

你好，中国
□达一中初2013级（3）班/花小雅

当耳边七十响礼炮声一起鸣响，回望当
年，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共赴国难，浴血奋战。
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端起土炮
洋枪，挥动大刀长矛，陷敌人于汪洋大海，驱日
寇于国土之东。抗战期间，有多少丈夫一直没
有回到家乡，有多少孩儿一直没有回到母亲身
旁。上千万的中国军民没有等来胜利的那一
天。今天，声声礼炮为先烈鸣响，为胜利鸣响。
亲爱的先烈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是胜利的声
音，这是中国的声音！

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激昂嘹亮的《义勇军
进行曲》中冉冉升起。在这一刻，我为我是中
国人骄傲自豪。看哪！那是我们中国的国
旗！听哪，那是我们中国的国歌！我们中国
人不是东亚病夫，我们站起来了，我们是屹立
于世界东方的雄狮！

穿云破雾，战机轰鸣。26架直升机和7
架教练机组成的空中护旗方队从低空掠过。
碧空如洗的天安门上空，战鹰护卫着国旗、军
旗飞扬，直升机呈“70”字样编队翱翔。七道
彩烟像七支如椽巨笔，将岁月的沧桑、胜利的
不朽大写在天空。

硝烟虽已远去，血与火铸就的悲壮历史却

有着史诗般的厚度。当330余名老兵、抗日英
烈子女和抗战支前模范代表，在国宾护卫队的
护卫下，乘敞篷车徐徐驶来，掌声响彻天安门广
场。虽然皱纹满面，白发苍苍，但胜利的豪情依
然洋溢在每一位老人的脸上。每个人都饱含热
泪，面带敬意向他们敬礼，感谢他们用生命去战
斗，才换来如今和平安宁的中国。

军乐声声，战旗猎猎，三军仪仗队迈着整
齐的步伐朝着主席台前进，他们坚毅的脸庞
充满着对祖国的信心。他们挺起胸膛，昂首
向前，带着作为中国人的骄傲大步前进。我
不由得想起革命烈士赵一曼的一句话，“真的
勇士应泰山崩于眼前而面不改色”，或许，说
的就是这些士兵。步伐铿锵，撼人心魄，
3590人的徒步方队，从“平型关大战突击
连”、狼牙山五壮士到百团大战中的白刃格斗
英雄，以同一个节奏叩击大地，触发起历史的
心跳。

七万只白鸽飞向蓝天，展翅翱翔，它们象
征着和平，它们传递着中华民族不允许历史
悲剧重演的共同心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珍爱和平，开创未来”，这是我们中国对世界
的宣告！ （指导教师：吴懋杰）

和平之歌在中国唱响
□达一中高2014级（15）班/李诗颖

缅怀先烈，开创未来
□达一中高2014级（1）班/张青霞

生活中，总有许多名言警句给
了我们无穷的启发，比如“骄傲使人
落后，谦虚使人进步”、“世上无难
事，只怕有心人”、“欲要看究竟，处
处细留心”……

而我最喜欢的一句座右铭是莎
士比亚的一句话：“不要因为一次的
失败，就放弃你的未来。坚持不懈，
达到你想要的目的。”因为这句座右
铭，曾让我走出困境，获得自信。

事情还得从去年暑假发生的一
件事说起。

去年暑假，我抓紧时间备战钢
琴十级考试。而那时我的作业任务
很紧，压力很大，每天就像挤海绵一
样挤出时间来练琴。曲子又长又
难，我年龄小，虽然感到很吃力，但
一直在坚持。

光阴似箭，考级的时间悄悄逼
近。考级那一天，我整装待发，斗志
昂扬，但一进考场，说实话，我一摸
钢琴键心就有点紧张、慌乱，手指如
醉汉打拳似的狂舞，但曲子还是弹
完了。

没过多久，成绩出来了，我居然
没过！我的心情像被乌云乱石盖住
了一样，再也打不起精神。

一天，我正在做数学作业，心情
烦躁，很久都做不出来。这时，弹钢
琴的时间又到了，我坐在钢琴前，心
想：哎，反正也考不过，何必再浪费
一年时间呢？正准备离开，一抬头，
却看见贴在我书房的座右铭：“不要因为一次的失
败，就放弃你的未来。坚持不懈，达到你想要的目
的。”这句话让我一下子有了斗志。我想，人生路
漫漫，这小小的挫折算什么？我要克服困难，重振
旗鼓！

就这样，这句座右铭给了我无穷的力量。经
过努力，在后来的考级中，我终于获得了成功。

（指导教师：刘自芳）

只要我们认真用眼睛去看，用
心去感受，我们就会发现：太阳每一
天都是新的，日子每一天都是精彩
的，我们每天都会有进步。

从枕头里抬起头来，把被睫毛
盖着的眼睁开，让第一缕清风从面
前掠过，风中含着青草的芳香，早
晨，真美好！

上学的路上，经过每天都可以
看见的草地，发现新长出的嫩芽，身
姿显得那样渺小却又挺拔，高傲地
仰望着蔚蓝的天空，贪婪地吮吸着
露水。今后，幼苗的根肯定会不断
地向地下延伸，最后开出朴素的生
命之花。

中午，带着满怀好心情回家，不
经意地仰头看天空，发现火红的太
阳散发出金黄的光芒映在我的脸
上，温暖中带着几分惬意，不再像以
往那样温度太高或没一点暖意，这
真是生活中最好的一束光芒。

回家后，摊开一本旧书，重新慢
慢阅读一遍，我发现了不少以前没
有理解到的精华。

把以前的改错本翻开，看以前错过的题，才知
道原来这道题是如此简单，根本不应该错。可想
而知当时的我是多么的粗心大意呀！

我们的生命常常因不断的发现而变得有意
义，你发现了吗？ （指导教师：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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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来了，她在哪里呢？
秋天在我家阳台上。瞧，菊花开了，吊兰在秋姑娘抚摸下

进入了甜甜的梦乡。
秋天在我家天楼上。秋天，我家天楼上的葡萄成熟了，一

串串晶莹剔透的葡萄就像宝石一样，让人忍不住想要摘一颗
尝尝。味道呢，酸中带甜，好吃极了！

秋天在瓜果飘香的果园里。苹果像红玛瑙似的，石榴笑
得裂开了嘴，梨子像一个个金葫芦，柿子像红灯笼挂在树上，
橘子在树上你挤我碰，菠萝吃起来像蜂蜜一样甜。猕猴桃朴
实无言，虽然看上去是青绿色的，可它却有一颗红亮的心。

秋天在树林里。枫树披上了火红的斗篷，银杏树的叶子
黄了，梧桐树换上了黄色的衣服，松柏穿上了油亮亮的衣服。

秋天在田野上。稻田像铺上了一地金子，一株株饱满的
稻穗正等着人们去收割。高粱举起燃烧的火炬，照亮了整片
田野。成片的大豆摇动着豆荚，发出了“哗啦啦”的铃声。

秋天还在天空上。秋日的天空天高云淡，万里无云。就
算有云，也只是淡淡的几朵。秋天的天空一碧如洗，如同一条
美丽的蓝绸子，漂亮极了。

秋天就在我们身边，只要留心观察，就能发现她的身影。
（指导教师：伍春蕾）

我的家乡在宣汉。我爱我的家乡，更爱家
乡的州河。

州河的早晨是迷人的。你看，州河还在睡
梦中，太阳公公出来将它唤醒。州河睁开惺忪
的睡眼，在阳光的照耀下，河面波光粼粼，像一
条银色灵动的巨龙向远方奔去������

州河的中午是躁动的。你听，河水发出一
阵阵狂乱的吼声，犹如一头金黄色的雄狮，激烈
地拍打着两岸的河床，撞击着山川������

州河的傍晚是悠闲的。忙碌了一天的州河
略显疲惫，慢慢停歇下来，像一只归巢的小鸟
儿，像一群游动的小鱼儿������

州河的夜晚是迷人的。两岸耸立的高楼大
厦，在霓虹灯的辉映下倒映在水中，仿佛形成了
一座水中城市，亦明亦暗、若隐若现，美轮美
奂������

这就是我家乡的州河，一条清澈纯净的河，
一条滋养生活的河。我爱它!它将伴我度过童
年，步入青春，迈向崭新的、更加宽广的世界!

（指导教师：张晓芬）

寻找秋天
通川区文华街小学三（2）班/李瑶诗杭

州河美景
宣汉育才石岭小学六（3）班/张致墉

通川区邱家小学每月都要对校内的优秀学生进行评比，并
将优秀学生的照片上墙公布，供其他学生学习。

图为该校学生正在观看优秀学生榜。
（本报记者 刘礼全 摄）

11月2日下午，通川区罗江中学“寝室文化建设月”活动正式启动。当天，由30个寝室推荐的60名住校生及各
班推荐的11名走读生，在全校师生的见证下参加了叠被子比赛。接下来，该校还将举行寝室征名、寝室门牌设计
比赛。图为同学们正在参加叠被子比赛。 （本报记者 王万礼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