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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国家，她很伟大，这里山美水美风
景像幅画；有个国家，她很伟大，这里物产
丰富、科技发达；有个国家，她很伟大，五十
六个民族团结是一家。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里有山
水甲天下的桂林，它山绿、水清，让人心旷
神怡；这里有怪石嶙峋的岩洞，一个个钟乳
石倒挂下来，还有那像大象一样立在湖面
上的象鼻山。

“一个没有创新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
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中国人实现了航天
梦，成功将五艘“嫦娥”探测器送上了月球，

中国人也登上了太空，耀眼的五星红旗在
太空中飘扬，一览地球母亲的美丽。我们的
杂交水稻位居全球第一，人们再也不会像
以前那样忍饥挨饿！我们的网络也很发达，
5G网全面覆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支

撑。我们的高铁更是牛，虽然起步迟但后来
居上。近日我国自主研制的大飞机C919飞
上蓝天，这让人们的出行更加便捷。

“摘掉人民头上的穷帽子！”我们的祖
国实现了乡村振兴，老有所养，幼有所教，

病有所医，贫有所助。道路“村村通”工程让
人们出行越来越方便了，人民的钱包越来
越鼓了，村民们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
了……

她的名字叫中国，巍然耸立的长城，惊
涛骇浪的黄河，气势磅礴的泰山，水光潋滟
的西湖，都是她美丽的容颜。我们作为她的
儿女，有着黄皮肤、黑眼睛，流淌着勤劳、善
良、勇敢、坚韧的血液！

祖国我为您骄傲！
指导老师 陈兆珍

祖国，我为您骄傲
小记者 李槿澜

“读史使人明智”，只有全面了解中国的历史，才能
够更好的发展自己，推动祖国的进步。

“少年兴则国家兴”，我们的祖国大力发展科技，培
养青少年的科技创新意识，传播科学，培养科技型的人
才。不仅仅如此，我们必须热爱祖国，紧随祖国的脚步，
团结起来，发挥更大的力量。新中国的的发展进程中，出
现了很多的优秀人才，也因为这些优秀青年，促进了社
会的发展，带动了祖国前行的脚步。

强国有我，做志存高远的破浪者。百年的逐梦路上
充满了挑战、布满了荆棘，但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信“星
星之火，可以燎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
索。”少年有理想、国家有希望，我们要始终守牢坚定的
理想信念，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指明
灯”，奋力追逐“中国梦”。

做优秀少年，强国有我。
指导老师 胡静

强国有我
小记者 刘妤宸

我的动物朋友，数鸡最好看.
小鸡有两种：一种头上的冠又大又红，小嘴儿也大

一点，平时我在姥姥家就是靠这种黑毛红毛相间的鸡叫
醒的，这是公鸡；另一种头上的冠比较小，小嘴儿也小一
点，平时我在姥姥家吃的鸡蛋就是由它产出来的，这是
母鸡。
鸡在姥姥家这边喜欢吃我们从大缸里勺出来的玉

米粒和麦粒，还有我们剩下的菜叶子。偶尔也在小水沟
里找点虫子吃，在泥里找点东西吃。鸡，喜欢在小水沟里
散步，在泥地里找东西，在院子里散散心，在池塘边跳跳
泥，在车库边闻闻草香，在小山上看看竹子，在窝边找点
食物。
我还喜欢收它们的蛋。不过有一次我去收鸡蛋，当

我打开鸡笼门的时候，别的鸡都走了，只有一只白母鸡
还一动不动地卧在鸡窝里。我就拍了拍它，它还是卧在
那儿。我又拍了好几次，它才不情愿地离开了鸡窝。我刚
把它下的蛋收走，没想到那只白母鸡睁大眼睛怒冲冲地
瞪着我，嘴里还发出“咯咯”的尖叫声！仿佛在抗议我抢
它的小宝宝。好吧好吧，别叫了，我把宝宝还给你就是！
白母鸡这才作罢，继续回到窝里孵蛋。

小鸡真可爱！
指导老师 盛磊

姥姥家的鸡
小记者 刘海奇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我的好朋友。他不仅是我的好朋
友，还是我们班的班长哦！
我的这个好朋友呀，在班上很凶，可是在私底下，他

就很温柔。他的学习非常好，几乎每次数学测试都是满
分。他做事非常仔细。在我们同学之间有矛盾的时候，也
是他去化解的，这也使他的人缘非常好。

其实最让我敬佩的事是我们有的人题目不会，而他
就会不厌其烦地把我们教会。所以我们都称他为“小小
老师。”
我的这个好朋友呀，他以前长得很瘦，这几年开始

胖了一些，带着个眼镜显得十分严肃呢。我觉得我的好
朋友是个做事认真的人，你们觉得我的好朋友是种怎样
的人呢？

指导老师 杨静

我的好朋友
小记者 李乐乐

自从换了学校，妈妈作为老师和我在一个年级，但
是我们不在同一个班，从那以后，我就很少喊她妈妈，
喊她“续老师”。

为什么叫她“续老师"呢？不是因为她姓续，而是因
为在平时的生活学习中，她时不时都会让我“续”一下。
这天中午，我正津津有味地吃着可口的肉菜，“续老师”
突然夹了一些我不爱吃的白菜放进我的碗里，让我

“续”吃一下，我只好硬着头皮吃了下去。吃完饭后，“续
老师”就拿着一本课外作业，让我“续”写一下，嘿嘿!这
对我来说也太简单了吧，一会儿功夫，我就把作业写完
了，本以为可以休息了，但没想到，“续老师”不知道从
哪找来一套试卷，让我“续”练一下。我心里不禁开始抱
怨：妈妈也太狠了吧，既要“续”吃，又要“续”写，更要

“续”练。
在“续老师”面前，我可不敢抗议，更不敢反驳，因

为我可不想尝试她的“降儿十八掌”和“无敌踢儿腿”。
你同情我吗？其实“续老师”可是一位认真而又温

柔的好妈妈！
指导老师 方娟

妈妈的别称
小记者 何光晨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
绿时”，在这最美好的季节里，我跟
随秋姑娘的脚步，感受那浓浓的秋
意。
我和妈妈来到一处小公园，这

里曲径通幽，从路口往里望去好像
别有一番景致，我们饶有兴趣地朝
里走。小路边，一棵棵枫香树最先引
起了我的注意，它的叶子跟枫树很
像，但它看起来却更美。有的枫香树
叶一半儿绿一半儿红，充满了秋天
的气息。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那全红
的枫香树叶，也是最好看的，真是

“霜叶红于二月花”呀！
“清秋霜未降，乌桕叶先红”，比

起枫香树，乌桕才真是占尽秋色。它
那红红的叶子宛如一位位美丽的小
仙女，站立枝头，在秋风中轻轻舞动
着，令人陶醉，让人忍不住想多看几
眼。我随手捡起飘落在地上的一片
乌桕叶子，它的形状就像一个小桃
子，真可爱！妈妈告诉我，乌桕的种
子含有一种蜡，可以用于制作蜡烛，

所以它又叫蜡烛树。
我边走边欣赏着，只见树丛中

几朵粉色的花儿正向我展露着笑
脸，笑得是那么灿烂，我走近一看，
原来它是野蔷薇。不像春天那样，陪
伴它的都是嫩绿的小草，此时它身
边的小草都已渐渐枯萎，而它却在
秋日里努力绽放着，在阳光的映照
下它看上去更加娇艳了。

那是什么？路旁那一串串红果
子特别耀眼，妈妈说这是南天竹，虽
然名字里有“竹”字，可是跟竹子完
全没有关系。这些小红果看起来很
美，却并不能吃，吃了会中毒的。我
发现它的叶子尖尖的，也是半红半
绿，南天竹的这些小红果让它显得
格外可爱，也为秋天增加了几分生
趣。

好一派迷人的秋色！“自古逢秋
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秋天正
以它独特的美吸引着我，我爱这迷
人的秋天！

指导老师 霍绍芬

秋日拾景
小记者 鲍岩琦

2亿年前，地球上第一个超级霸
主恐龙如期到来，这个物种持续统治
了地球1 .3亿年，直到6500万年前，一
颗直径10公里的小行星撞击地球，其
爆炸相当于100万吨核弹的威力，
99%的物种在这场灾难中灭亡。

人类成为新的统治者。高度发
达的大脑和矫健的身体让他们最终
主宰了这个世界，从此站在地球的
顶端。
我曾无数次地想过这样一个问

题:如果有一天恐龙复活了，人类还
会是地球的唯一统治者吗?

众所周知，恐龙分为植食恐龙
和肉食恐龙，体型上有大有小，但多
数为庞然大物，如若与人类共存必
将给人类带来灾难。但我又想了想，
地球上的庞然大物又何止恐龙一
物，人类的聪明智慧又岂能估量。

如果恐龙复活了，其必定是森

林霸主。其次我认为人类肯定会试
图训服恐龙，成为翼龙骑士。再者我
觉得会训练恐龙做一些表演，还可
能会研究其各种习性与技能，比如
恐龙是如何喷火的，等等。最后一点
我不否认，像恐龙这种庞然大物，有
的会飞的物种肯定是天空之王。

人类之所以能统治地球五千
载，是因为我们有别于其它生物，我
们有智慧，我们人类定将是地球的
主宰者，除非有超越人类大脑的主
宰者。
即使是恐龙归来了，我相信其

一定能与人类和平共处，就像人类
与其它生物一样。我们会成为朋友。

无论是什么生物的诞生本就是
一个奇迹，让我们共同珍惜属于我
们的奇迹。爱护地球，保护我们赖以
生存的家园。

指导老师 李万丽

恐龙归来
小记者 管鹏予

在一个美丽的小镇上，生活着
一群可爱的狐狸，所以这个镇的名
字叫“狐狸镇。”

善良的狐秋秋，乐于助人，人见
人爱。爱做梦的狐咪，整天喜欢睡
觉，它说睡觉是最舒服的事。美食家
狐小禾，经常做一些很有创意的菜
肴来请大家品尝，还有捕风大侠狐
玖玖，狐狸镇的每只狐狸，都有那么
一点儿捕捉风的能力。但是狐玖玖
的捕风技能比其他狐狸都厉害那么
一丁点儿，它的捕风技能是跟森林
女巫学的。狐狸镇还有一只最特别
的狐狸就是拥有美妙名字的狐美
美。它非常胆小，一只小昆虫就能让
它嚎啕大哭，拍着胸口不停躲闪，
狐狸镇上的每只狐狸都知道狐美
美胆小，因此送了它一个外号叫

“胆小鬼。”
这天，“胆小鬼”狐美美一个人

走在回家的路上，它四处张望，生
怕遇到了会飞的小昆虫，它一个劲
儿地往前走，突然它经过一片小树
林的时候隐约听到有人在说话。

“我们只要趁狐狸们都睡着的时

候，把安眠药放进美食家狐小禾做
的糕点里，然后就能抓住所有的狐
狸了，马上过冬了，这些狐狸皮卖
了可值不少钱呢。”说着几个人阴
森地笑起来。“啊，不好，这些人是
想抓了我们卖钱呢，我得赶紧通知
大家。”狐美美刚想转身跑走，怎料
被一块石头跘倒在地，接着就被人
类发现抓起来了。“你们快放开我，
你们这些坏人。”“既然我们抓了只
狐狸，我们就改变我们的计划，拿
它当人质去威胁其它狐狸投降。”
于是他们带着狐美美进了狐狸镇，
其它狐狸看到狐美美被抓都手足
无措，狐美美见状趁机咬了一口人
类的手指，狐玖玖用它的捕风技能
打败了人类。狐狸镇又恢复了往日
的平静，狐美美的外号也不再是

“胆小鬼”，它们都夸它是勇敢的狐
美美。

大家又过上了幸福安定的生
活，勇敢的狐美美有一个愿望：那就
是人与动物能和平共处，不要再因
为利益而肆意捕杀狐狸。

指导老师 李万丽

勇敢的狐美美
小记者 杨馨怡

金秋九月，丹桂飘香，在中秋节
放假的第一天，我们去参观了柿子
园、天润农业生态园火龙果基地以
及航天科普研学体验基地。

早上八点，我们快速集合后，就
踏上了去往体验基地的旅途。一路
上阳光明媚，风景如画，我们谈论
着，说笑着，不一会儿便到达了研学
体验的第一站——— 柿子园和火龙果
基地，开启了我们快乐的体验之
旅……

在同学们的打闹嬉戏中，我们
打了柿子，摘了火龙果，品尝采摘的
快乐，也体会到农民伯伯的艰辛。

吃过午饭，我们立刻奔赴航天
馆。刚到门口,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巨
大的火箭模型，让人感到非常震撼！
同学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在老师的
带领下，有序进入。场馆内有导弹、
卫星、火箭、飞船、空间站等，在展
览体验区有主题墙———“航天精神
展示”，敦煌壁画之飞天、世界航天
简史、万户飞天、时空洞穴以及月表

场景展示，但令我最感兴趣的还是
“万户飞天”。在讲解员讲解后，我
了解到，万户是14世纪明代的一位
木匠，他制造了一把“飞天椅”，后
面捆绑了47支火箭，并试图坐上它
飞上天，结果随着火箭的爆炸，万户
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世界上第
一个想利用火箭飞行的人，为整个
人类向未知世界探索的进程做出了
重要贡献，后来人们称他为“世界航
天第一人”。之后，同学们纷纷要求
体验，可能由于我的胆小太小，坐在
上面左摇右晃吓得不轻，此时耳边
传来围观同学的阵阵笑声。

时间像一匹飞奔的小马，转眼
间就到了结束的时间，通过这次的
参观，我从中感悟到成功在于坚持，
坚持理想、坚持信念！坚持也许会让
人误解，甚至嘲笑，但坚持了就会有
它的价值和意义！

感谢这次研学之旅，让我收获
满满！

指导教师 李燕 赵启海

快乐的研学之旅
小记者 李悦宁

阳光明媚的一天，学校旁边新开了一家特别的“文
具公司”。

文具公司的老板钢笔先生为了防止写错字，需要招
聘几位“修改部门”的员工。消息一出，修正贴、修正带和
涂改液就迫不及待地来应聘了。钢笔先生给它们发了一
篇错字连篇的文章，让它们进行修改，一周后再带着修
改正确又美观的文章来面试，如果成功了就可以成为修
改部的员工了。

一周后，它们都带着自己修改好的文章走进了“文
具公司”，钢笔先生一早就在办公室门口等着了，应聘者
争先恐后地介绍自己修改的成果，都说自己改得是最好
的。钢笔先生看了看这些文章，却皱着眉头说：“你们这
些文章都不过关！”大家伙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
的耳朵，钢笔先生接着说：“修正贴的格子虽然和作文纸
格子一样大小，可东一块、西一块，很不美观；修正带太
宽，导致作文纸的格子都被盖住了；而修改液更离谱，把
文章涂改得坑坑洼洼的，从侧面看像是一座座隆起的小
山。”

最后，钢笔先生有条不紊地说：“你们修改后的字词
虽然都对，但修改后的文章实在太不美观，既然这样，我
决定不招收修改员工了。与其后来改得对，不如原来就
别犯错误！”

指导老师 韩中平

文具公司
小记者 王蕙妍

秋天的“风筝”是谁？那就是迁
徙的鸟儿……

鸟儿们的迁徙很不容易，特别
是大雁。每年秋冬季节，大雁就从他
们的老家成群结队、浩浩荡荡地飞
往我国的南方过冬。每年大雁迁徙
的只数大约有一万多只。前两天我
在动画电影《妈妈咪鸭》里看到大雁

迁徙时诙谐幽默又勇敢的一面，它
们一般会排成“人”字或“一”字形的
飞行队伍。动画电影里说这是雁群
纪律严明的表现。大雁飞到南方后，
它们会在那里停留很长时间，直到
吃的食物没有了，气温回暖了，再飞
回去。就这样，年复一年，秋天的“风
筝”没有停止飞翔的翅膀。

春去秋来，公园里，树林里……
鸟儿们越来越少。也许他们都飞回
南方了吧！也许也会像电影中一样
会有一些掉队的鸟儿！

希望这个冬天来临之前，它们
也能相互帮助度过难关，像一只只
美丽的风筝飞翔在蔚蓝的天空上。

指导老师 戚正发

秋 天 的“ 风 筝 ”
小记者 郑梦

小小记记者者优优秀秀书书画画作作品品展展示示

《鱼趣》 小记者 陈钰佳 绘 指导老师 王静

《荷韵》
小记者 许家喻 绘 指导老师 刘学勇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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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 贾若涵 书 指导老师 高久艮 小记者 谭妍 书 指导老师 方香 赵佳

我前几天去郊游啦，我们在老
师的带领下游玩了荷花池、柿子
园、火龙果园和蓝溪航天科普基
地。
首先，我们来到了荷花池。放

眼望去，荷叶荷花无边无际，荷叶
扁扁的，像一个个碧绿的大圆盘，
荷花悄悄地绽放着，像文静的仙
女。我不禁想：这样美丽的荷花能
一直这样绽放，该有多好啊！

接着，我们又乘车去了柿子
园。据说，它已经有三百年的历史

了呢！柿子园的树很多，很高大，大
约有十米多高。树上的柿子也很饱
满，像一盏盏小灯笼，真想让人尝
一口啊！

随后，我们又来到火龙果园，
火龙果有的青，有的绿，有的紫，有
的红。我们在长满长刺的厚大叶子
间穿梭，难免不被刺到。但我一点
儿也不觉得痛，反而还很开心，来
来往往的，就像在玩“极限挑战”似
的。最后我们采摘收获了一袋火龙
果。

最后一站是中国航天科普六
安基地。从讲解员的讲解里，我学
到了很多关于航天和宇宙的知识。
展馆里有很多模型和屏幕，可供你
看、玩。我也亲自体验当了一次“飞
行指挥官”和“设计师”。感觉太真
实啦！等到发礼物的时候，我们两
眼直放光，轮到我时，工作人员发
给我一支蓝色的火箭笔，当时我的
心里别提有多激动了！这支笔我一
定会好好珍惜！

指导老师 鲁明苏

独 特 的 郊 游
小记者 吴双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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