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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祭感谢老师

幸福源小学二（2）班 王熙婷

老师老师您真好，
辛勤培育好苗苗。
苗苗活泼又健壮，
聪明勇敢有礼貌。
感谢您对我们的孜孜教导，
感谢您时时把我们挂牵，
我爱您，老师！

（辅导老师 晋玲）

我的座右铭
英华小学五（4）班 石润

同学们肯定都听说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
及人之幼”这句话吧！ 这就是我的座右铭。

这天，我和弟弟、奶奶坐公交车去超市买东西。 过了第
一站，从站牌下面走上来个老奶奶。 她的头发白花花的，脚
也站不稳，好像就要摔倒。我心想：这位老奶奶没有座位，要
不要让座呢？可是我也想坐着啊！我想了想，还是让座吧！因
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尊敬自己的长辈就要尊敬别人的长
辈。 于是，我站起身来，给老奶奶让座。 老奶奶笑了，说：“谢
谢你，好心的小姑娘。 ”我也跟着笑了。

我的邻居有两个小孩，他们的妈妈顾不上打扮他们，十
分脏，所以我不愿意跟他们一起玩，每次一见到他们我就躲
起来。 有一次，他们又找我一起玩。 看着他们一声一声地叫
着“姐姐，姐姐”我也不好意思说“不，”就跟他们一起玩了。
玩着玩着，我突然发现他们十分可爱有趣，他们就成了我的
小弟弟，他们也十分友好地亲切地叫我“好姐姐”.我感到十
分高兴。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句座右铭
伴随着我，影响着我，指导着我。 这句座右铭对我的启发很
大，告诉我尊敬自己的长辈也要尊敬别人的长辈，谦让疼爱
自己的弟弟妹妹，也要谦让疼爱别人的弟弟妹妹。 我想，如
果我们人人都能这样的话，那人与人之间该是多么融洽，我
们的社会多么和谐。 （指导老师 苗文英）

曾经的耻辱
七中初二 李思雨

不能忘，1840 年，广州南海的一声炮响，打开了中国近
代屈辱史的大门，惊醒了天朝帝国的美梦，从此，100 多年
的屈辱史拉开帷幕。

不能忘，圆明园，美丽的万园之园，迎来了蓝眼睛
白皮肤的英法联军，他们抢了金子，抢了银子，抢了无
价珠宝……美丽的万园之园，毁于一旦，他们企图用
一把火将罪恶掩盖。 可历史，没有将中华民族的耻辱
掩盖。 那些至今还陈列在他国博物馆的圆明园文物，
那些被国人以高价回购的无价之宝， 正以无言的声
音，向人们讲述当年的那场劫难。

不能忘，1894 年，日本为了完成征服朝鲜，侵略中国，
征服世界的梦想，未宣而战。 导致清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紧
接着，马关条约签订，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割地赔款，帝国主
义列强再次掀起瓜分中国的热潮， 中国百姓陷入了水深火
热的深渊。

不能忘，1937 年， 日寇的铁骑踏遍北中国， 攻入南京
城。一个多月的大屠杀，30万苦难同胞的累累白骨。玄武湖
的水，红了；鸡鸣寺的钟，哭了。 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激
起了中国人誓死抗战的决心。

而今，一切都已经成为历史，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
下，正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中国再也不是过去
的中国，沉睡的雄狮醒了！

回望过去，我们作为 00 后的一代少年，更要珍惜
今天幸福美好的时光。 少年强则国强，我们要发奋努
力，勇于创新，摒弃坏习惯，养成好身体。 我们珍爱生
命，爱好和平，追求和平。 我们要圆中华富强的美梦！

我的家乡
逸夫小学五（五）班 王冠群

捧起一把泥土，我说这是我的家乡。 掬起一汪泉水，
我说这是我的家乡。 我的家乡———邢台一个美丽而又历
史悠久的地方。

邢台最美丽的地方是达活泉公园。
进了公园的大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尊铜

像，他就是我家乡的一位著名的科学家———郭守敬。
他生于 1231 年，逝世于 1316 年，字若思，汉族，今河
北邢台人。 中国元朝天文学家、数学家和水利学家。
曾担任都水监 ， 负责修治元大都至通州的运河 。
1276 年修订新历法， 历经 4 年时间制订出 《授时
历》， 通行 360 年。 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一种历
法。 他为修历而设计和监制的新仪器有： 简仪、高
表、候极仪、浑天象、玲珑仪、仰仪、立运仪、证理仪、
景符、窥几、日月食仪以及星晷定时仪 12 种，为改
历工作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达活泉公园四季迷人。
春天，达活泉公园里遍地都是五颜六色的花朵，小草

萌发、柳树也在春姑娘的催促下苏醒了，伸伸懒腰，生出
了许多嫩芽。 人工湖的野生的鸭子也听到了春姑娘的欢
呼在湖里戏游。 可真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
知啊！

夏天，达活泉公园人工湖里的荷叶碧绿碧绿的，
像一个个大圆盘，又像一把把小绿伞。 雨过天晴，荷
叶上有了许许多多的水珠，像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珍
珠，又像一个个顽皮的孩子在绿庄上滚来滚去。 荷
花从挨挨挤挤的荷叶中探出头来，像一个个穿着粉
红色裙子的少女在翩翩起舞。 可真是： 接天莲叶无穷
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啊！

秋天，大部分的花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采，花瓣
已经落下，而各种各样的菊花却在这个季节，争奇
斗艳。 树叶、小草变黄了，一场寒风袭来，树叶飘落，
小草在寒风中东倒西歪，不甘心被打倒。 而枫树的
叶子却像火一样的红，可真是：停车坐爱枫林晚，霜
叶红于二月花啊！

冬天，冬爷爷把他的长胡子盖在大地上，给公
园里的各种树木披上了银色的衣裳，给怕冷的草
宝宝盖上了一床厚厚的棉被 。 在风雪中也有强
者———梅花，不惧风寒。 可真是：红梅不屈服，树树
立风雪啊！

我的家乡美丽如画，我的家乡四季迷人，我的家
乡风景秀丽。 我的家乡———邢台， 希望你有机会来
这里游玩！

勿忘国耻 振我中华
金华初一 夏辰赫

2014 年的暑假，我登上了万里长城。望着逶
迤巍峨的长城，看着长城外锦绣的大好江山，我
不禁感慨万千，真想放声高歌一曲———中华好。

回溯过去，中华民族经历了大唐的鼎盛时期，想
当年，八方朝拜，威震四方。元朝，中国的疆土达到了
历史上的最大版图，西到欧洲多瑙河、北到西伯利亚
处处留下了蒙古铁骑的足迹。

可是，随着清政府的闭关锁国的政策，中国从清
朝末年开始， 进入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苦难屈辱的
历史时期。甲午战争，宣告着中国沦为帝国主义列强
鱼肉的开始；卢沟桥的枪声，告诉人们日本军国主义
全面侵华拉开序幕。

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 1937 年 12 月 13 日的南
京大屠杀。三十万无辜平民被杀，日本侵略者将中国
人枪杀、活埋、奸杀。那惨不忍睹的手段，那令人惊悚
的万人坑，就是他们侵华的最好的罪证。

落后就要挨打， 历史再一次告诉了我们一个真
理。 所以，当历史将重任交到我们肩上的时候，作为
新世纪的一代，我们要从一点一滴做起，上课认真听
讲，课下多多练习，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长大
了做一个有作为的人。建设好我们的家园，建设好我
们的国家。

巍巍长城，浩浩昆仑，历史在前进，
伟大的祖国越来越富强。 但是，历史决不
能被我们遗忘，让我们勿忘国耻，振我中
华！

我爱野菊花
英华小学六（6）班 李泽玮

英华求知园的草丛中，盛开着一棵金灿灿的野菊花。奇
迹呀！ 我情不自禁地蹲下身来，小心翼翼地抚摸着，仔细地
观赏着，久久地凝望着……

现在已是寒风瑟瑟万木凋零的初冬季节，百花凋谢、叶
枯草黄，失去了往日那葱茏的生机。唯有这一棵名不见经传
的野菊花盛开着。五分硬币大小的花盘儿在绿叶的衬托下，
熠熠生辉，分外醒目。

看，那朵含苞欲放的花骨朵，多像一个害羞的小姑娘，
把它那小小的面庞遮了起来。过两天，它一定会露出可爱的
笑脸，欣赏这美好的世界。

野菊花清丽淡雅，朴实无华。它既没有茉莉那浓郁的芳
香；也没有水仙那潇洒的风韵。它默默无闻，毫不张扬，以自
己独特的美装扮着大地，成为初冬最亮丽的一道风景

我爱野菊花，为它那虽小却顽强的生命所折服。它那坚
强不屈的精神，不事张扬的个性令我由衷地赞叹！

啊，我爱你，野菊花！
（指导教师 梁丽萍）

缅怀过去 珍爱和平
金华初一 高若宁

� � 历史像一架摄像机，如实记录着过去。 现在，就
让我们把镜头推向 1937年：刺耳的防空警报划过城
市上空，四处逃难的无家可归的百姓，耀威扬威的嗜
血的日本侵略者……一场血腥的、 野蛮的日本侵华
史，一场屈辱的、苦难的中华屈辱史，拉开了帷幕。

在那八年艰难的抗战中， 多少战士为国壮烈牺
牲，用他们的英魂守卫着中国的国土，他们，是永远
值得我们尊敬的。 但，更让我们痛心的，是那些惨遭
杀戮死于战争的无辜的百姓们。

1937 年 12 月 13 日，刚刚攻下南京城的日本侵
略军，开始了疯狂的，长达月余的“南京大屠杀”。

那一天， 无数的南京百姓冤死在日本侵略者的
刺刀之下；那一天，无数的姐妹同胞惨遭日本侵略者
的蹂躏；那一天，无数的母亲失去儿子，丈夫失去妻
子； 那一天， 无数的家庭惨遭灭顶之灾， 无一幸免
……

让我们将历史的镜头推近， 看一看南京大屠杀
的幸存者那字字滴血的控诉， 看一看当年亲历这场
屠城之灾的外国友人的记录， 看一看南京大屠杀纪
念馆里陈列的那三十多万累累白骨……

那一个个冤魂似乎在提醒着我们， 和平是多么
的重要，国家强盛是多么的重要。

所以，我们应该珍惜眼前的和平岁月，并且，努
力学习，强大我们的国家，使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加富
强起来。“少年强则国强”，我们代表着国家的未来，
让我们时刻提醒自己，珍爱和平，发展中国！

� 小熊 张炳坤（9 岁）

冬天 王一凡（邢钢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