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mail院630157910岳择择援糟燥皂源 小 荷
编辑院张慎传 组版院王逸文

电话院远怨怨远远怨园园
星期六 20圆员年 6月 5

实验小学五年级 钱俊成

小时候袁嫦娥奔月尧吴刚伐桂尧牛郎织女鹊桥相会尧孙
悟空大闹天宫的神话故事袁 给我们的童年生活带来无穷
乐趣袁也让我们对神秘的宇宙充满好奇遥那时的我们多么
渴望到太空一游袁揭开天宫神秘的面纱呀遥

浩瀚星河袁蕴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遥为了一睹天
宫真容袁人类探索宇宙的脚步从未停歇遥在火箭和航天飞
机产生之前袁无数天文爱好者为了破译野宇宙密码冶袁他们
便发明了天文望远镜袁在地面上从事观测工作遥但人类并
不满足于此袁他们想跟太空来个野亲密接触冶遥想亲眼看见
地球外其他天体的野芳容冶遥于是袁科学家们便锁定了地球
的好邻居要要要月球遥 把登月作为人类踏上地外星球的第

一步遥 1969 年袁人类第一次踏上月球遥 阿姆斯特朗那句
野这是个人迈出的一小步袁却是人类迈出的一大步冶形象
地概括了人类探索地外星球取得的里程碑式的重大意
义遥然而袁月球探索仅仅是太空探索的一个序曲遥野我们从
哪里来袁又到哪里去钥 冶野宇宙有多大钥 冶野太空今后会变成
什么样子钥 冶噎噎一个个未知之谜袁无时无刻不冲击着人
类的好奇心袁 激发人类探索太空的欲望遥 无穷宇宙浩渺
渺袁探索征程路漫漫遥 多少科研工作者为了探索太空袁经
年累月尧夜以继日尧前赴后继尧刻苦钻研袁取得了一个又一
个重大突破遥在进军太空的道路上袁人类已经取得了可圈
可点的成绩袁 但也有血洒长空的悲壮遥 一批批的航天英

雄袁为了人类的探索事业袁他们置生死于度外袁勇敢地踏
上太空之旅遥 有些航天员因为航天事故而永远地留在了
太空遥 1971 年袁苏联野联盟号冶飞船在返回途中袁因密封舱
漏气袁三名宇航员被烧死在仓里遥 然而袁再大的困难也无
法阻止人类探索宇宙的脚步袁相反袁人类把目光投向了更
加遥远的太空遥火星便成为第二个人类准备踏上的星球遥
2004 年 NASA 的野勇气号冶和野机遇号冶在火星着陆遥 2021
年 5 月 15 日中国的野祝融冶号火星车登陆火星袁成为火星
上的新来客袁揭开了中国太空探索的新篇章遥

探索神秘太空袁逐梦伟大复兴浴 野祝融冶号成功登陆火
星袁极大地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自豪感袁燃旺了中华儿女探
索太空的伟大梦想遥作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袁我们责无旁
贷地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遥 野路漫漫其修
远兮袁吾将上下而求索冶遥 唯有奋斗才能发展遥 相信吧袁天
生我材必有用遥 我们一定要珍惜大好时光袁努力读书袁掌
握本领袁将来更好地回报社会遥

燃旺逐梦太空的激情
射阳中学高二渊15冤班 孙端

什么是伟大钥野伟大冶的本意是体型高大魁
梧袁 但更多时候是表示人的品格十分崇高卓
越袁令人钦佩敬仰遥

什么人的品格堪称伟大钥堪称伟大的人通
常都是卓尔不群尧不同凡响的英雄袁但极普通
的群众也能得到众人赞许袁被冠以野伟大冶的美
誉遥 2020 年袁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袁很多居民都
想离开武汉袁但许多医务人员及志愿者义无反
顾袁挺身而出袁成为逆向而行的英雄袁他们就是
我们这个时代的平民英雄遥平凡和伟大从来就
没有万里之遥袁伟大出自平凡袁平凡造就伟大遥

卓尔不群尧 不同凡响的英雄毕竟是极少
数袁我们可以置之不论袁极普通的群众是如何
得到人们的赞许袁被冠以野伟大冶美誉的呢钥

要有远大的志向遥 诗人流沙河曾写道院平
凡的人因有理想而伟大袁有理想者就是一个大
写的人遥北大 90 后女生宋玺袁剪掉长发穿上戎
装袁护航亚丁湾曰云南 80 后干部李忠凯袁奋战
在脱贫攻坚主战场袁 劳累的工作让其白发苍
苍曰河北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袁奔赴大漠播
撒梦想袁 将青春芳华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
方遥 他们胸怀祖国尧立志为民袁超越小我尧融入
大我袁 他们不只是收获了丰盈的人生袁 更是成就了伟大的灵
魂遥

要坚持从小事做起遥 野天下难事必作于易袁天下大事必作
于细冶遥细节决定成败袁只有坚持做好每一件小事袁这样才能成
就伟业遥 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有一句名言:野把每一件简单的
事做好就是不简单袁把每一件平凡的事做好就是不平凡遥 冶不
甘于平凡尧 超越平凡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坚持不懈地做好每一
件平凡的事袁野一屋不扫袁何以扫天下冶钥

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遥我们每个人都像一滴水袁只有将
我们自己的这一滴水汇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袁 才能永不干
枯袁才能焕发出波澜壮阔尧改天换地的巨大力量遥 只有时刻将
人民的安危和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中袁我们的事业才是伟大的袁
我们的人生才是恢宏的遥

生命渺小而平凡袁英雄卓立人世袁就是因为他们拥有一颗
伟大的心遥 渊指导老师院吴杰明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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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那年冬天不仅寒风瑟瑟袁还罕见地下起了
小雪遥 雪花调皮的孩子似的在人们身上蹦来蹦去袁
把人们逗得直打颤遥 南来北往的人们行色匆匆袁有
太多的人和事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袁 随风飘
散遥

我刚吃完面从面馆里出来袁 便赶紧裹紧羽绒
服袁可寒风还是从空隙中钻了进来袁冰冷刺骨袁我的
血管都快被冻结了袁仿佛哈口气都能结成冰遥 我的
目光正四处搜寻着周围的出租车袁突然袁我的余光
看到了一位老奶奶遥

老奶奶坐在满是积雪的路面上袁 眼神空洞袁茫
然地看着过往的行人袁似乎在寻求帮助遥 我听见隔
壁店里的大妈说院野这个老太太坐在地上有好一会
儿了袁 她曾一次又一次地向过往的行人伸出手去袁
希望有人能帮帮她袁可大家都怕她碰瓷袁谁敢扶她
啊钥 冶

我也在想院这个老奶奶就算是碰瓷也不至于这么拼吧钥坐在雪
地里这么久袁身体也受不了啊浴但我也一样没有任何想要扶起她的
念头遥

咦浴 这老奶奶周围怎么围了这么多人呀钥 我出于好奇袁便也靠
近了人群袁想要探个究竟遥 走到近前袁这才发现袁老奶奶真的好苍
老遥 她的头发染上了很多白雪的痕迹袁皮肤皱得无法用言语形容袁
眼睛里满是岁月的沧桑遥 她的身材矮小袁背也驼了袁让人不禁心生
怜悯遥

人群中一阵骚动袁有一个小女孩袁大概十多岁的样子袁穿过人
群袁径直走了出来遥 周围的人全都默不作声袁静静地等待一场好戏
的上演遥 小女孩的脸上挂着冬日阳光般的微笑袁 用甜甜的童声说
着院野奶奶袁地上很冷的遥 我扶您起来袁好吗钥 冶老奶奶满是皱纹的脸
上闪过一丝微笑袁她伸出了自己枯树枝般苍老的手遥

当这两只手即将相握时袁仿佛时间都静止了袁周围车水马龙的
街道与嘈杂的鸣笛声都消失不见了袁 整个世界好像只剩下老奶奶
与小女孩的相携相扶遥终于袁小女孩吃力地把老奶奶从冰凉的地面
上拉了起来遥

这个小女孩要倒霉了袁老奶奶肯定要赖上她了遥 包括我在内袁
周围的人们几乎都是这样想的袁可是袁我们听到的却是院野孩子袁谢
谢你啊浴周围的人们都不愿意帮助我袁你就不怕我骗你吗钥冶老奶奶
脸上挂着微笑袁用已经被冻得发紫的手抚摸着小孩子的头袁颤声发
问遥 野奶奶袁您是老人袁帮助老人是我们应该做的遥 您才不会骗人
呢浴 冶小女孩稚嫩的童声格外清脆遥

是啊浴 小女孩的行为看上去似乎很傻袁甚至还有几分冒险遥 但
是袁没有了别人的帮助袁这大冷的天气袁跌坐在地面上的老人就会
受冻生病遥我打心底里敬佩小女孩的同时袁也为自己的怯懦自私而
感到羞愧遥只要我们能够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双手袁我们的
社会不就变得更加温暖了吗钥 渊指导老师院吴杰明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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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黄的秋天是个美丽的季节遥 我爱秋天袁 更爱秋天的树
叶遥

沐浴在秋日的阳光下袁花园里的桂花飘香袁秋风拂着袁树
叶翩翩起舞遥 突然一片树叶落下来袁 不仔细看还以为是蝴蝶
呢浴

我最喜欢银杏袁银杏叶像一把小小的扇子袁似乎一扇就能
扇走夏天的炎热遥 如果把叶柄向上袁就像小姑娘的裙子袁它细
长的叶柄就像小辫子似的拖在身后遥从上往下看袁只见一条条
比针还细尧十分清晰的叶脉袁顺着主柄向四面展开袁真像节日
时放的烟花遥我想这一定是大自然和树妈妈精心雕刻上去的袁
叶子边缘高低不平袁好像大海中的波浪野一浪冶接着野一浪冶袁给
人一种柔美的感觉遥 我摸了摸它袁嗬袁它粗糙的手感挠得我手
痒痒遥

忽然袁一阵微风吹过袁树上的叶子纷纷飘落袁这些黄绿色
的野扇子冶有的像专业的舞蹈家在空中跳着芭蕾袁有的像百灵
鸟在轻盈飞翔袁还有的旋转着好像在表演空中跳伞噎噎

我爱秋天袁也爱秋天的树叶遥 渊指导老师院朱文娟冤

秋天的树叶
射阳县初级中学七渊7冤班 成幸格

有人喜爱唐诗的整齐和谐袁琅琅上口曰有人喜
爱元曲的奇丽绚烂袁清新隽永曰有人喜爱明清小说
豪华瑰丽袁 荡气回肠噎噎而我却喜爱宋词姹紫嫣
红尧千姿百态的神韵遥

野马作的卢飞快袁弓如霹雳弦惊遥 了却君王天下
事袁赢得生前身后名遥 可怜白发生浴 冶辛弃疾的词早
已把我领入了一个激烈的战场院骏马奔驰袁万箭齐
发遥 将士们一腔热血奋勇杀敌遥 一阵刀光剑影尧腥风
血雨之后袁凄凉的号角声响起噎噎读着叶破阵子曳袁
我感到一种趣袁一种冲天豪气尧誓死为国的战斗激
情扑面而来的趣遥

野兴尽晚回舟袁误入藕花深处遥 争渡袁争渡袁惊起
一滩鸥鹭浴 冶这是早年的李清照袁此时的她袁正划着
一叶扁舟袁在接天莲叶尧映日红荷中穿梭着遥 她醉意
正浓袁无意将小舟划入了田田荷叶深处遥 不料袁却惊
起了嬉戏的水鸟遥 顿时袁万鸟齐鸣袁飞上了湛蓝的天

空遥 此时的李清照袁正无拘无束地享受着她那明媚尧
美好的青春遥 读着这首叶如梦令曳袁我感受到了一种
趣袁一种洋溢着青春与朝气袁充满活力的趣遥

野谁道人生无再少袁门前流水尚能西袁休将白发
唱黄鸡遥 冶这是苏轼袁是东坡居士遥 他面对晚境的凄
凉袁非但没有消沉袁反而打起精神袁乐观地告诉自
己院野休将白发唱黄鸡遥 冶是啊袁谁说年老之时不能焕
发青春活力呢钥 东坡先生从来都是幽默的袁他以自
己独特的智慧来看待生老病死袁用自己的幽默来排
遣愁绪遥 面对一次又一次的贬谪袁他从未沮丧袁而是
以乐观的态度面对人生遥 读着这着叶浣溪沙曳袁我感
受到了一种趣袁一种乐观豁达袁积极向上袁超凡脱俗
之趣遥

读小说袁懂得世风人情曰读寓言袁懂得人生哲
理曰而读诗词袁可以得到乐趣袁净化心灵遥 同学们袁让
我们一起来阅读宋词袁体味宋词之趣吧浴

读宋词之趣
射阳县初级中学八渊6冤班 鲍容

我家的小猫袁在我看来是最可爱的遥
姐姐给小猫取名叫卡卡袁 它也有英文名遥 我更喜欢叫它 野网

卡冶袁因为我感觉它走到哪里袁哪里网就卡袁所过之处袁无一例外遥
卡卡是英国短毛猫袁可它的毛发像极了橘猫的毛发袁它肚子上

的毛是白色的袁连眉毛尧胡子都是白色的袁站远了看袁还以为是白发
苍苍的老人呢遥

卡卡是姐姐从宠物店里买来的袁 它刚来我们家时袁 才四个月
大遥但它就像小孩子一样袁上蹿下跳遥它最喜欢依偎在姐姐的身边袁
卡卡的胆子是多么野大冶啊袁爷爷打喷嚏袁它都要躲到姐姐怀里遥

卡卡很挑食袁它从不吃我们的饭菜曰吃猫粮袁也会分是什么遥妈
妈说过几次袁要下狠心改变它挑食的习惯袁可每次都下不了狠心遥
所以卡卡在我家每天都像个娇气的公主袁 走路撒娇都是一副小公
主的模样遥

几个月前袁卡卡突然消失了遥我们在家里找袁在小区里找袁然后
又扩大范围在附近几个小区里找遥 全家总动员袁一时间袁我家亲友
的微信朋友圈尧抖音袁处处都有寻找我家卡卡的信息遥 或许是卡卡
也感受到我们全家人都在牵挂它袁过了几天袁我们听到了好几声猫
叫袁我和姐姐便朝那个地方跑去遥终于袁卡卡回来了袁卡卡一脸狼狈
不堪袁前爪也吊在半空袁想必是摔断了遥姐姐把卡卡从地上抱起来袁
泪水在我们姐妹俩的眼里打转袁卡卡也好像很想念我们袁用头不断
的蹭我姐姐的脸袁蹭我的手遥 我们把卡卡送到医院袁在经过长时间
的治疗后袁 卡卡又恢复了以往的那般精神袁 不过它变得更通人性
了遥

现在的卡卡袁撒娇可成了精袁一言不合就卧倒袁像是在野碰瓷冶遥
你不亲昵它一下袁还就不让你走袁不让我做作业遥

这就是我喜爱的卡卡遥 渊指导老师院张才祝冤

我喜爱的卡卡
射阳县港城实验小学四渊2冤班 吴婕

在我心中袁 母亲的眼神尧 背影都让我感到她对我深深的
爱遥 母亲好似指航灯袁永远为我指引前进的方向曰母亲好似一
棵参天大树袁永远为我遮风挡雨曰母亲好似一台永远运转的空
调袁让我在温暖舒适的环境里学习生活遥

不经意间袁岁月偷走了母亲的青春袁母亲的额头爬上了些
许皱纹遥 因家庭生活的重担袁脸上留下了沧桑吻痕曰因辛苦忙
碌袁疏忽了精心打扮袁她为了这个家付出太多了遥

往事历历在目遥那个寒冷的冬天已经过去袁而那个冰冷的
回忆却留在了我的脑海袁永远无法抹去遥小学三年级秋学期期
中考试后袁我因为贪玩袁英语考得一团糟遥成绩公布的那天袁我
拿着 27 分的英语试卷忐忑不安地回到家遥 我多么希望母亲揍
我一顿袁哪怕骂我几句也好遥 可母亲不但没有一丝责备袁反而
向我道歉袁说为了挣钱袁陪伴我学习的时间太少遥 她耐心地陪
我一起订正试卷尧给我讲解错题袁直到深夜遥那晚袁我久久不能
入睡袁泪水浸湿枕巾遥从那以后袁我的成绩一周一个进步袁像猴
子爬杆要要要直线上升袁半学期没到袁我的英语成绩袁就由二十
几分袁一下子考到了满分遥看到母亲脸上洋溢着幸福自豪的笑
容袁我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遥

如今母亲外出打工三年多了袁但我的成绩一直保持稳定遥
因为袁母亲对我慈祥的微笑袁永远铭记在我的心里遥 野谁言寸草
心袁报得三春晖冶遥 我唯有用勤奋学习回报母亲的辛苦付出遥

母亲爱我袁我爱母亲遥 渊指导老师院张才祝冤

我的母亲
射阳县解放路小学六渊2冤班 张启航

今年野五一冶小长假袁我在家看到爷爷桌上摆放
着中共中央办公厅叶关于做好野光荣在党 50 年冶纪
念章颁发工作的通知曳袁便好奇地问爷爷袁这枚纪念
章有什么作用钥 能值多少钱钥 爷爷慈祥地看着我袁语
重心长地对我说袁今年是建党 100 周年袁颁发野光荣
在党 50 年冶纪念章袁是对爷爷入党 50 年的一种赞
誉袁是花钱无法买到的无价之宝遥

接着袁爷爷给我讲述了我家的野党史冶院我曾祖
父是建国前入党的老党员袁16 岁参军袁 先后参加过
淮海尧渡江尧解放海南岛等战役遥 看到爷爷从收藏箱
中拿出来的曾祖父立功勋章和参战纪念章袁我对曾
爷爷这位战争年代的老党员肃然起敬遥 曾爷爷解放
后转业到山东省诸城市工作袁直到 1980 年离休遥

我爷爷 1971 年 6 月入党袁 是一位有 50 年党龄

的老教师遥在教育战线辛勤工作了 40 年遥他从 1990
年开始组织青少年参加全国爱国主义教育读书活
动袁 先后 3 次走进人民大会堂参加全国表彰会尧16
次参加中国关工委尧团中央尧教育部尧全国少工委等
单位在北京尧上海尧西安尧成都等地召开的表彰会和
举办的夏令营遥 多次被评为野优秀党员冶野先进工作
者冶遥 2014 年退休后袁他仍不忘入党初心和党员的使
命袁热心投身到关心下一代工作中袁如今担任海河
镇校外教育辅导站站长遥 2020 年 12 月袁爷爷被省文
明办尧省关工委表彰为野优秀校外辅导员冶遥 爷爷讲
述家中野党史冶时袁生动尧投入袁我听的动情尧入神遥 我
决心在家中红色基因的熏陶下袁 不辜负前辈的期
望袁永远听党话袁跟党走袁学好本领袁将来报效祖国遥

渊指导老师院蔡雅洁冤

听爷爷讲家中“党史”
射阳县双语小学四渊8冤班 陈金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