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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我和我的祖国》有感
《我和我的祖国》里有这样令我印象深刻的一

句话：“新中国成立 70年来，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从弱到强，我们的祖国和人民创造出惊人的
中国速度，铸就了辉煌的中国传奇。”是啊，有
一种速度叫做中国速度，有一种奇迹叫做中国奇
迹。

英雄的篇章由英雄的人民书写。在岁月静好
的安稳日子也好，在荆棘载途的苦难时期也罢，
中国人民从未停止过用勤劳和智慧推动历史滚滚
向前。尽管新冠肺炎疫情来势凶猛，可爱可敬的
中国人民没有丝毫的畏缩，懈怠，相反，一段波
澜壮阔，可歌可泣的战“疫”史，正在被执着而
坚毅地书写着，为了防止病毒扩散，国家要求大
家少外出、勤洗手、不聚集等，人人都严格遵
守。哪里封了城，大街小巷、马路上几乎没有车
辆，也没有一点人影，这正是中国人民积极响应
防控的体现。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人民群
众是真正的英雄，不屈不挠，不畏艰难，勇往直
前，英勇善战，英雄的中国人民没有什么克服不了
的困难，没有什么创造不出的奇迹，世界上也没有
什么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前进的步伐。时间就是
胜利，在那场没有硝烟的战疫战斗中，我们中国人
民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满怀激情，创造了属于中
国的奇迹。那也许是最黯然无光的一个春节，新冠
病毒肆虐于神州大地，人心惶惶；那更是最热血高
昂的一个春节，炎黄子孙守望相助，高歌一曲无畏
的家国无疆。2020年并没有那么糟糕！正是这一
次次“战争”让我们被团结的力量，被祖国的伟
大，而打动，而震撼！

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大时代的奋进，国家与民
族的发展也为个人发展提供更好的机会和舞台。我
们新时代的中国少年，要将个人发展融入国家与民
族的发展当中。民族复兴的使命要靠奋斗来实现，
人生理想的风帆要靠奋斗来扬起。“心中有梦，以
梦为马”，我们要勇担使命，不负韶华，创造一个
又一个的中国奇迹！

实验小学白云校区 六（1）班 谢硕
小记者证号：A22025004 指导老师：胡建娜

快乐中秋节
中秋节那天，我和爸爸妈妈都特别想念远方的

亲人，让我想到一句诗“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
节倍思亲”！

先让我介绍一下中秋节吧，中秋节又名“团圆
节”“拜月节”。由来是古代帝王祭月演变成中秋
节。中秋节有吃月饼、赏月、祭月等活动，还有
《嫦娥奔月》《白兔捣药》等传说，中秋节也是我国
四大传统节日之一呢。

下午我去了梦想厨房做月饼，先把油皮分成6
份，两种不同颜色的油酥分成四份和两份，然后把
油皮和油酥充分混合，再把不同的馅包进去，最后
只等月饼烤好就好了。过了几分钟就有一股浓郁的
香味扑面而来，就在这时又听到“叮”的一声，我
飞奔向烤炉，眼前出现了几个又大又圆的月饼，看
得我直流口水。

今天的月亮好圆好亮，听着虫鸣、看着圆月、
闻着花香，心里不知有多舒服。

真是一个美好的中秋节呀。
慈吉小学 四（4）班 汪晔

小记者证号：A22123034 指导老师：王秀环

我心爱的钢笔
你们猜猜我学习的“得力助手”是什么呀？它

身体修长，并且我想什么它都能帮我“变”成现
实。你们猜对了，那就是我心爱的钢笔。

这支钢笔是我舅舅送给我的圣诞礼物，我迫不
及待地拆开包装，只见一位骑士身穿铠甲，背上背
着个盾牌，宝剑插在腰间，看上去威风凛凛，他单
膝跪地，手臂向上拖着，好像拿着什么东西——钢
铁做成的它在灯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

这时，我看到骑士旁安静地躺着一支体型修
长、黑金相间的钢笔，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钢笔是这
样的。它黑色并带着光泽的笔身上没有任何图案，
却让我感到它的与众不同，非常简洁；金属做成的
笔帽上刻着一个身穿铠甲的骑士，而闪着金光的笔
夹是把宝剑，和那位骑士非常搭；笔头是上好的钢
制成的，妈妈说这样才可以经久耐用。拧开笔身就
能看到它的独特，因为它是吸墨的，将笔头点住墨
水，旋转吸墨器，墨水“嗖”的一下吸进墨囊，好
像龙吸水一样，有趣极了！

它在学习上对我的帮助可真不小哦！首先它用
起来非常顺畅，每次书写的时候就像在白色的冰面
上滑行，它写出来的字不粗不细刚刚好，我在使用
它时从来没有断断续续出水的现象，更不会写着写
着墨水就漏出来。它是我最最重要的学习工具。

它每天陪我做作业，陪我画画，不用时搁在骑
士手上，陪我度过每天的学习时光，他是我的心爱
之物！我非常喜欢它！

慈吉小学 五（1）班 陈宇泽
小记者证号：A22124125 指导老师：陈蓓世

黄瓜炒蛋
今天中午，我做了一盘黄瓜炒蛋。
我迫不及待地打开冰箱，拿出了黄瓜和鸡

蛋，放进水池洗干净。然后开始打蛋，我把圆溜
溜的蛋在碗的边缘敲了一下，啪，蛋裂开了一条
缝隙，我把大拇指塞进裂缝里使劲掰，一边掰一
边说：“蛋壳蛋壳分两半，蛋呀蛋呀快出来！”
咔，蛋掉进碗里了，蛋壳也被我捏碎了，我拿起
筷子打起蛋来。接下来，我用锋利的菜刀把黄瓜
切成了小片。

终于要开始炒了，我打开火，放上锅，倒入
油，先预热，然后倒入打好的鸡蛋炒一会儿，再倒
入切好的黄瓜，把它们炒在一起。鸡蛋的颜色马上
就变黄了，我想它这是在暗示我可以关火了。于是
我关了火，盛到盘子里，尝了一口，太好吃了！我
觉得我今天的厨艺发挥得不错！

第三实验小学 二（9）班 郑一阳
小记者证号：B22031042 指导老师：林燕

读《追光少年》有感
每当我人生遇到挑战时，我就会想到一本书

——《追光少年》。
这本书讲述了一个拥有体育天赋的女孩张娟怀

揣梦想，却因来自家庭、学业和自身的多重挑战、
未知以及赛场的抉择，无法放松全身心地投入奔
跑。但在家乡老师、教练和好友的帮助和鼓励之
下，她卸下心理负担，勇敢挑战未知，面对人生挑
战，她乘风破浪，成为人们目光追随的一道光。

这本书中有一句话：“我的四周是茫茫一片浑
浊不清，唯有脚下的跑道是清晰的，我往前跑，拼
命往前跑，想要跑过这一段迷雾，看清楚周围的景
象，看清楚自己。这里面迷雾就是无数挑战，每一
个挑战，每一重迷雾，每一个脚步，每突破一个挑
战，每跨出一步，都是离看清自己更进一步的突破。

生活中，钟南山爷爷在抗疫时和“白衣天
使”、“蓝衣战士”一起，和病毒打起了无硝烟的战
争。在这期间，家家户户如同一支支“军”规严明
的小部队，隔日出门，戴口罩，勤洗手，多消毒。
中华人民在面对挑战时，全面听从党的指挥，终于
打赢了这场仗，打败了病毒。

有一次我练投篮，瞄准，发力，我不断祈祷着
进球，可是球在篮筐上转了一圈，似乎不满意，滚
了出去。“哎呀！为什么我练习了这么久，还是不
可以？”我自问。面对挑战，我不泄气。于是，我
调整角度，屏息凝神，全神贯注，弯腰，助跑，上
篮，一股不服输的力量带着球在空中划过一道优美
的弧线，飞进了篮筐。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投
进了！这个篮筐虽足足有二点五米多高，却也被我
投进了！我欢呼雀跃，完成挑战的感觉可真好！

故事中的张娟也是如此。她虽然从出生开始就
面对了许多挑战，可她在老师和亲友的鼓励和帮助
之下，用自己的天赋和不泄气的精神，在众多运动
员中脱颖而出，谱写了属于自己的篇章，成为了一
道奔跑的光。

但愿生活中有更多这样一道道的光，但愿他们
能像张娟一样挑战自我，越挫越勇，越闪越亮！

前湾慈吉外国语学校 双语6D班 夏亦豪
小记者证号：A22125091 指导老师：戚炯

我学会了游泳
放暑假的时候，由于我和你喜欢游泳，于是，

妈妈给我报了游泳班。我兴奋极了。
妈妈把我送到了游泳馆。一进游泳池，我看到

许多小朋友在游泳池里游得可欢了。我迫不及待地
换上泳裤，戴上泳帽和泳镜，去找我的教练了。

开始上课了，教练先教我们怎样憋气，我按照
教练的方法，大胆地将头没入水中，可是没憋几秒
钟，我就不行了，感觉要窒息了，赶紧把头抬起
来，还呛了一口水，鼻子也酸酸的，那滋味可真不
好受。我又试了几次，可还是老样子，我不禁心灰
意冷起来，想要放弃了。这时，教练似乎看出了我
的心思，他不停地鼓励我。在教练的耐心指导下，
我终于学会了憋气。

学会憋气后，教练又教我们学习蹬腿。蹬腿先
要把脚收起来，然后翻脚，最后再蹬出去，迅速地
夹在一起。随着教练的口号“收翻蹬夹”，我们趴
在岸边跟着做起来了，通过反复的练习，我们很快
就学会了蹬腿的动作。

学会了这些基础的动作，教练就让我们下水去
游泳了。我刚下水还有点紧张，都忘了怎么憋气
了。教练对我说：“不要怕，不会沉下去的。”我按
照教练的动作，在水里不停地练习着。不一会儿，
我的身体就在水面上浮起来了。我可以像小鱼一样
在水里自由自在地游泳啦！

通过游泳，让我明白了只要坚持去做就会成功
的道理。

第三实验小学 四（10）班 岑景皓
小记者证号：A22033001

巅峰对决
“啪啪啪——”偌大的球场上，只听得见篮球

撞击地面的声音。
多尼双腿叉开，拱着背，双眼紧紧盯着我，球

在他手中老老实实，一上一下地跳动着。我的心提
到了嗓子眼儿，眼睛死死瞪着他，双手像老鹰展翅
一样张开，心想：小样儿，来啊！

突然，他猛拍几下球，脸紧绷起来，运球往前
一冲，我一个箭步挡在他面前，他嘴角微微勾起，
眼神中带着一丝轻蔑。他脚底下装了弹簧似的一跃
而起，手掌像鹰爪般抓住球，眨眼的瞬间，只见球
在空中划过一道完美的弧线，咣当一声，落入了篮
筐。他朝我一笑，满脸得意。

“哼，接招吧！”我大喝一声，随即像一阵风似的
冲了上去。多尼也不甘示弱，他伸出筷子似的手臂勾
我的球。我嘿嘿一笑，左手一用力，球便弹到了右手
上，他扑了个空，一脸失落。我趁他还没回过神来，
举起球，手腕用力，球径直飞过多尼的头顶，飞进了
篮筐中。耶，我竖起了剪刀手：“胜利了！”

一比一平，好戏才刚刚开始……
育才小学 四（2）班 章睿承

小记者证号：A22283008 指导老师：刘宇洁

假如动物会说话
假期里，我像往常一样去喂我的小兔子，它朝

着我不停地动着它的三瓣嘴，我好想知道它在说什
么呀，我开始幻想起来，要是以后我们的科学技术
更好了，可不可以让动物说人话呢？

那样子，小兔子肯定会对我说：“我要吃胡萝
卜，我要吃胡萝卜！”

那样子，早上公鸡也不再是喔喔喔了，而是伸
长着脖子喊：“起床啦，大家起床啦！”

那样子，老虎也不再发出“嗷呜嗷呜”可怕的
嚎叫声了，而是张开嘴巴叫：“我要吃了你，我要
吃了你！”哈哈，一点也不可怕！

而且，我们去竹林的时候，熊猫也不会光啃着
竹子，而是会看着我们说：“真好吃，你要一起吃
吗？”

哈哈，这样该多好玩啊！
实验小学 二（4）班 龚路轩

小记者证号：A22011007 指导老师：陈琦

中秋月儿圆
西边的霞光还未完全消失，东边，一轮明月正

缓缓升起，中秋节的月亮总是特别让人期待。
都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今年可不一样，

今年是“十五的月亮十五圆”，而且还是八年来最明
亮的中秋月。瞧，它爬上了枝头，好大，好红，我
还是第一次看到橙色的月亮，它似乎离我们很近很
近。周围的人都情不自禁地记录了这美妙的一刻。

夜幕渐渐笼罩了整个天空，点点繁星像是一个
个由夜空派来迎接远客的仆人。在他们的簇拥下，
月亮身穿一身白色纱衣，落落大方地穿过云层，高
高地挂在了静谧的夜空中。她是那样皎洁明亮，那
样晶莹剔透，真是美极了！我凝望着她，仿佛看到
玉兔在广寒宫内陪着嫦娥姐姐捣药，仿佛看到吴刚
正不知疲惫地伐着桂树，仿佛我也是其中的一员，
正漫步其中。

月光静静地洒在地面上，倒映在河水中，照在
赏月人满是幸福的脸庞上，整个世界都镀上了一层
洁白无瑕的光影。马路上的盏盏路灯，高楼上的串
串霓虹灯似乎也在和月亮争“明”呢！“圆魄上寒
空，皆言四海同”，看着看着，明月中似乎印出了
弟弟贾丞圆而可爱的脸蛋，调皮捣蛋的身影，我的
脑海中也随即浮现出了我们曾在月光下快乐玩游戏
的情景。我的小弟弟啊，最近深圳疫情严重，你好
吗？我好想你啊！此时的你是不是正吃着月饼，隔
着窗户赏月呢？这样的生活虽无聊，但希望就在眼
前，你们一定会很快解封的。我默默地对着月亮许
愿，希望我们的思念和祝福伴随着月亮的光辉，传
达到弟弟的心中。

不知不觉已到午夜时分了，月亮还是那么大，
那么圆，那么亮。我该睡了，今晚的梦里，我想梦
到月亮，梦到我的小弟弟，还有许多……

第三实验小学 六（1）班 蒋天韧
小记者证号：A22995004 指导老师：童蓉蓉

清理水泥块
这个暑假里，最令我感到难忘的劳动要数“清

理水泥块”了。这水泥块是小院铺砖时遗留下来的
“老大难”，这不，现在他们硬化了，粘在地上变成
“老顽固”，我的任务就是清理掉它们。

我首先找来普通毛刷和清洁剂，让它们来对付
水泥块：把清洁剂喷到刷子上，然后找到“老顽
固”对着它使劲儿地刷，直到我大汗淋漓、手脚发
软才停下来。可是移开刷子一看，水泥块居然纹丝
不动，像在地上生了根似的，它们一个个好像在对
我说：“哈哈，刷不到我们吧？”我们就是“老顽
固”！我气得一把扔掉刷子，坐在一旁生起闷气
来，不再理睬那些又灰又脏的水泥块。

太阳把我的影子拖得越来越长，蓦地，我想起
了妈妈对自己的教诲：遇到困难时，不要着急，得
冷静下来，好好开动脑筋，想一想有没有别的办法
……对，“方法总比困难多”，只要开动脑筋，动手
试一试，就一定可以打败困难的！想到这里，我一
骨碌趴到地上，也不顾瓷砖的滚烫，开始研究起地
上的“老顽固”来。通过我的亲手实验，发现它居
然可以用指甲巧妙地剥掉，但是大的水泥块就有点
难办了。这时，我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了一样事物
——清洁球。我二话没说，急忙来到厨房，拿了清
洁球就往水泥块上一按，果然，没一会儿，一个个
小小的水泥块就不见了，看来这清洁球真是它们的

“克星”啊！接下来就得对付“大块头”了，于是
我找来一把高压水枪，一边冲一边用清洁球清洗。
这招“双管齐下”真是管用，三下五除二，“大块
头们”就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夕阳西下，余晖照耀在我的“成果”上。我站在
旁边，不禁悟出了点儿道理：遇到难题，不要着急于
向它低头，只要再花点儿心思，就一定可以攻克的！

第三实验小学 五（6）班 王思衡
小记者证号：A22034053 指导老师：童利敏

生活小妙招
暑假的一天，我们全家围坐在一起，开心地吃

着晚饭。大家边吃边聊，其乐融融。
可是，事有意外，我用筷子夹菜的时候，太过

用力，油渍一下子溅到了我的衣服上。“呀，这么
多油渍，是不是洗不掉啦？”这可是我最最喜欢的
衣服呀，我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妈妈赶紧过来，
抱抱我，然后说道：“小苹果，老师怎么说的？遇
到事情光哭鼻子能不能解决问题呀？”我这才没让
眼泪掉下来，转念一想说：“妈妈，我自己来洗洗
吧！”妈妈微笑着点了点头。

我打来一盆清水，把衣服放进去浸湿，再倒一
点洗衣粉进去，然后用手使劲地揉搓那块沾了油渍
的地方。可是搓来搓去，也没见油渍褪去。难道这
个洗衣粉是假的？我又搓了一阵，再看，油渍还是
没洗掉。这到底该怎么办呢？妈妈走过来，想了想
说：“我们去网上看看有什么小妙招吧。”我赶紧打
开妈妈的手机，搜索一番，哈哈，找到了。网页上
面说得清楚，用盐可以去除！

我赶紧照做，放点盐在有油渍的地方，又反复
搓洗了几下。耶，衣服上的油渍真的无影无踪了！

慈吉小学 三（1）班 陆芷涵
小记者证号：A22122089 指导老师：吴香凤

跟着妈妈去夜巡
暑假的一天，我跟着妈妈一起去参加社区志愿

者活动——平安夜巡活动。
晚上，我们来到了社区服务中心，发现已经有

很多叔叔阿姨等在那里了，我们统一穿上了具有标
志性的红色志愿者马甲，社区叔叔还给了我一面队
旗，我们整齐划一地出发了。我开心地拿着队旗走
在最前面，我们绕着虞波社区走了一大圈，虽然天
气很热，满头大汗，但我还是坚持走完了全程。途
中，我还听见了叔叔阿姨对我的夸奖声，说我是个
不怕累、坚强的孩子。

回家的时候妈妈对我说：“夜巡是为了保卫我
们社区，是社区党员自发参加的。”我对妈妈说：

“以后我还要参加这些志愿者活动，像社区的党员
叔叔阿姨学习，为人民服务。”

慈吉小学 二（4）班 谢致远
小记者证号：A22121036 指导老师：胡伶俐

大放异彩的中国科技
暑假里，我看了许多书，其中，对我最有启发

的一本书叫做《大放异彩的中国科技》。这本书上
光荣地记载着做中国科技的发展，给我们的生活带
来了极大、极多的方便。

看！我们身边的吃住行，哪样没有用到科技？
如电灯、冰箱、电脑……再比如我们平时餐餐吃的
米饭，都用到了科技。以前水稻产量并不高，上个
世纪，很多地方闹饥荒，粮食吃光后饿死的人不计
其数，直到杂交水稻横空出世，这位杂交水稻之父
就是袁隆平，他目睹了这惨状，下决心要给老百姓
解决温饱问题。他每天废寝忘食地研究，用“野生
稻与栽培稻进行远缘杂交的技术”方案，终于找到
了培育雄性不育系的有效途径。推广之后，种出的
水稻亩产量很快就由最初的 300千克提高到了 500
多千克，这个消息震惊了全国，好多国家纷纷引进
杂交水稻。不过，袁隆平爷爷没有止步于此，因为
他心中一直有一个“禾下乘凉梦”，他梦想有一天
水稻会长得有高粱那么高、籽粒有花生米那么大，
人们甚至可以在稻下乘凉。如今，这个梦想渐渐实
现了。

从1987年的1G到现在的5G，从一开始高科技
芯片要向西方进口，到华为 5G技术国际竞争力，
这就是中国的飞跃。

那时候的智能手机受限于网速和手机性能，最
多就是玩玩游戏、聊聊天，万万没想到，短短几年
后，手机竟然成为了支付工具，小到买早餐坐公交
车，大到买房买车，都可以用手机支付来实现，这
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方便，而这种移动技术
在国外还很难普及。

这本《大放异彩的中国科技》，使我了解了中
国科技史，使我身为中国人感到十分骄傲！这本
书给了我动力，使我们看到了未来科技的发展，
需要大家努力学习新的知识，让我们大家一起努
力吧！

文谷外国语小学 五（5）班 丁恩乐
小记者证号：A22134016 指导老师：励叶

游峙山公园
你知道峙山公园吗？这可是我们慈溪的一张名

片，几乎每个慈溪人都去过。今天就让我当一个小
导游，带你们去游览一下峙山公园吧！

我们穿过门口，站在一块大石头前，只见大石
头上刻着四个金碧辉煌的大字：“峙山公园”，相信
只要是慈溪人，看到这四个大字，都会感到无比自
豪。

绕过大石头，经过一段蜿蜒的小路，我们来
到了鲤子湖，我一开始还不知道这个湖为什么叫
鲤子湖，但后来仔细一看，就发现湖里有好几十
条可爱的小鲤鱼，我想鲤子湖的名字就是因为这
个而得名的。只见一条条鲤鱼，有大的，有小
的，有红色的，有白色的，也有黑白相间的，也
有红白相间的，多得不得了，热闹时在湖里跳来
跳去，互相追逐，看起来欢快极了。鲤子湖的岸
边，是茂密的大树，我想大树的使命就是为了守
护鲤子湖吧！

沿着小路，来到一个阶梯下，而后拾级而上，
就正式爬到了山上。经过一路的长途跋涉，终于来
到了山顶的观景台。观景台上有一丛一丛茂密的灌
木丛，空气都变得极新鲜了。在观景台上，可以看
到整个美丽的慈溪，这让我想到了杜甫的一首诗：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经过又一段小路，我们悠哉下山，便走出了峙

山公园。这一路，满鼻的芬芳，满眼的翠绿，满耳
的鸟叫虫鸣，对于整日生活在闹市的我来说，这就
是一个世外桃源，让人感觉惬意极了！

怎么样，我们慈溪的名片峙山公园美不美丽？
以后记得常来慈溪，爬到峙山公园的山顶，远眺整
个慈溪吧！

浙师大附属实验学校 五（4）班 胡宇昊
小记者证号：A22074004 指导老师：沈雪慧

秋天的风
秋天的风，

是一位画家。
你看，他给柚子涂上淡黄色，

柚子高兴极了，
招呼人们去摘呢！

他把枫叶染成红色，
枫叶好像成千上万把小扇子，

它们努力地扇着，
扇走了夏天的炎热。

秋天的风，
是一位旅行家。
他乘着高铁，

经过农田、果园，
送来了一首丰收的歌曲，
换来了一片人们的笑声。
第四实验小学 四（4）班 顾栩嫣

小记者证号：A22043011 指导老师：马霞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