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庆节期间，最让我激动的有
两件事：一件是 10月 1日那天观看
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大阅兵；另一件
就是爸爸带我去看电影《我和我的
祖国》。

那天，我们提前十分钟到达影
城，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等待放
映。在一片掌声中，我们迎来了《我
和我的祖国》。当看到开国大典上
那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
风飘扬的那一刻，我想起了老师说
的话：“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五星
红旗是无数英雄烈士用鲜血染红
的，它是庄严的、神圣的。”我不由自
主地抚摸着胸前的红领巾，感到无
比自豪，心潮澎湃。观众席一阵掌
声响起，我跟着大家一起鼓掌，掌声

震耳欲聋。这时，我看到旁边的爸
爸在抹眼泪……我把自己的小手放
到爸爸的大手掌中，爸爸用他有力
又温暖的手握住我，附在我耳边说：

“我们的祖国是个了不起的国家，我
们的祖国已经强大了！”爸爸的话让
我深深地感受到：在祖国母亲面前，
爸爸仿佛一个懂事的孩子，在表达着
对自己妈妈的崇拜与热爱。

是 的 ，我 们 的 祖 国 已 经 强 大
了。10月 1日，天安门前的大阅兵，
一个个方阵整整齐齐、蓬勃向上，还
有那么多先进的武器装备方阵，非
常壮观！所有这些，充分展示了我
们伟大祖国的繁荣昌盛！“起来！不
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雄壮的

国歌唱出了我们伟大祖国的坚强不
屈、勇往直前！祖国母亲，我爱您！

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我暗
下决心：一定勤奋努力，好好学习！
这样才不会让祖国母亲失望。
管城回族区腾飞路七里河小学田雅鑫

辅导老师 田晓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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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小作者写出了自己的观影体
会：付出努力，才能成功。结尾强调每
个中国人都是攀登者，传递了不屈不
挠、勇于奋斗的中国精神，画龙点睛。

每个中国人都是攀登者

我爱我的祖国，她像妈妈一样亲切。新
中国刚刚过完 70岁生日，盛大的阅兵式还
在脑海中反复回放，让我心情澎湃。

放假期间我看了一部电影，让我记忆深
刻，那就是《攀登者》。里面描述的是中国人
为了测量珠穆朗玛峰的高度，付出了很多代
价，有的人残疾了，有的人失去了生命，但是
他们依然选择坚持完成任务。8848.13这个
数字让世界欢呼，一个“中国梯”立在珠穆朗
玛峰上，造福了攀登爱好者。

我问妈妈：“为什么每一个成功的人，在
刚开始的时候，都要受到很多挫折和别人的
误解，甚至是屈辱？”妈妈说：“每个人都不会
顺风顺水，都要付出很多努力，承受很多痛
苦，对于挫折，强者会把它化成动力更加坚
强向上。你看到的成功者都是坚持过来的
强者。”

中国的今天，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不
断奋斗出来的，就是这股攀登珠峰的精神
和毅力，在祖国的各行各业中蔓延和传播，
每个中国人都是攀登者，传承着中国精
神。强大的中国让我感到骄傲，作为中国
人我无比自豪！

管城回族区创新街紫荆小学 尹子瑶
辅导老师 吕艳敏

信念的力量

蜘蛛的信念是织成精巧而规矩的网；雄
鹰的信念是翱翔在天空之上；梅花的信念是
凌霜傲雪，一枝独秀；种子的信念是破土而
出，长成参天大树……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有攀登珠峰，为国
争光的信念。国庆假期，我观看了电影《攀
登者》，这是一部根据真实历史改编的电
影。电影向我们呈现了中国登山队两次攀
登珠穆朗玛峰，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做到
了西方人认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

电影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曲松林和李国
梁。在 1960年，首次攀登珠峰时曲松林丢
了摄像机，因为没有影像资料，首次登顶不
被西方人承认。想到队友们的牺牲，因自己
而被西方人嘲笑，他深感愧疚，就留在登山
大本营十几年，只为了等到中国再次攀登珠
峰时贡献力量。

1975 年，新的登山队再次为了同一个
目标来到登山大本营，曲松林严厉训练他
们，特别是摄影师，因为曲松林不想因为没
有影像资料而再让西方人嘲笑，这个摄影师
就是年轻的李国梁。

在登山队到达第二台阶时，因为一个氧
气瓶掉落把李国梁砸晕了，他开始向下滑，
滑到悬崖边终于停了下来，可他却吊在了那
里，迟迟没有醒。李国梁醒时，其他队员都
快坚持不住了，李国梁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留下影像资料，完成祖国的任务！”说完便
把摄像机给了队友，用小刀割断绳子，自己
掉落悬崖……

看完电影，我为中国人登顶而振奋，更因
他们为了祖国荣誉不惜牺牲一切的信念而感
动。我也要怀着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的信
念，为祖国更强大而努力！

管城回族区创新街小学 巴颢月
辅导老师 刘 祎

点评：文章语言丰富，开头结尾
紧扣题目。全篇以饱满的激情描写
了影片感动自己的场面，通过观影
激发了自己的爱国情感和为祖国建
设的热情。

文化路第二小学
亲子阅读共成长

为增进亲子之间的感情，激发孩子们阅读的兴趣，培养孩
子的阅读习惯，金水区文化路第二小学于 10月 27日开展了
一年级亲子阅读活动。

老师进行现场教授，使参与本次活动的家长和孩子了解
图书馆的布局、功能以及图书的分类排架和借阅规则，引导孩
子爱护图书、安静阅读。在亲子阅读环节，孩子们积极参与，
热情高涨，他们在图书室挑选自己喜爱的书籍，并与家长一起
阅读，不时提出自己的疑问，家长们耐心解答，引导孩子学习
书中的知识。家长们纷纷表示，通过亲子共读，父母和孩子不
仅获得了知识和快乐，更使亲子感情得到升华。

东风路小学
举办读书分享交流会

10月 28日下午，惠济区东风路小学全体老师齐聚一楼
报告厅，以“做一颗读书的种子”为主题，举办读书分享交流
会。本次活动由一年级老师分享薛瑞萍老师所著的《心平气
和的一年级》读书感受。

交流会上，教师王慧结合所教班级的情况，以《用心浇灌
每一朵花》为题，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分享：培养学生的静气；平
和的心态；抓好阅读教育。教师李楠也以《书香晕染浸童心》
为题，分享了自己的读书感悟，明白了老师不仅要注重学生之
间平等的沟通，更要注重与家长沟通，引领家长向正确的教育
理念前行。本次读书分享交流活动，进一步激发了老师们读
书的热情。

我市多校开展
红色主题教育活动

本报记者 李 杨

为进一步落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落实“讲
好四个故事”，强化党员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自觉与行动自
觉，我市多所学校都于近期开展了红色主题教育活动，在加强
党员、教师的思想道德教育的同时，弘扬和培养了师生的爱国
情操。

金水区第四幼儿园
近日，金水区第四幼儿园党支部开展了“讲好四个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系列活动，四个故事分别从党员、教师、家长、幼
儿层面展开。通过“听妈妈讲小英雄的故事”，孩子们了解刘
胡兰、雨来、王二小、张嘎等英雄的动人事迹，知道今天的幸福
来之不易；“听老师讲伟人的故事”，增强了幼儿对中国伟人的
崇敬之情和爱国热情；“听党员讲革命的故事”，园长王志芳用
悠扬的歌声《延安颂》，描绘了抗战时期延安欣欣向荣的动人
景象，其他党员也通过故事、舞蹈、诗朗诵等形式展现了一幅
幅生动的中国革命史；“听同事讲身边榜样的故事”，全体教职
工寻找身边的榜样，讲述身边的故事，向榜样看齐。

经三路小学
日前，金水区经三路小学全体教师齐聚四楼报告厅，开展

以“弘扬革命精神 坚定理想信念”为主题党日的活动。全体
教师观看了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感受这位95岁老人朴实纯
粹与淡泊名利的精彩人生，学习他坚守初心，不改本色的革命
精神。随后，教师范文慧讲述了代代相传的《红船精神》。此
次活动，进一步增强全体教师的爱国热情，激励大家更好地担
当起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南学街小学
10月 25日，管城回族区南学街小学组织党员教师赴新

县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红色主题教育。党员教师参观
了红田惨案旧址、列宁小学、鄂豫皖苏区博物馆、将帅馆等革
命圣地，学习革命先烈先进事迹；走进鄂豫皖苏区烈士陵园、
纪念馆，为烈士敬献花篮，重温入党誓词。老师们穿红军服、
唱红歌，感受红色文化传承的力量，接受了一次生动的爱国主
义思想教育。

东三马路小学
10月 25日~26日，管城回族区东三马路小学党员教师赴

新县红色教育基地，缅怀革命先烈，传承革命精神。在红田惨
案旧址和列宁小学旧址，党员教师认真聆听英烈故事，了解革
命先烈先进事迹，齐声高唱红色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党员教师还走进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和鄂豫皖革命纪
念馆，一件件珍贵的照片和文物，深深震撼着每个人的心。

瑞锦小学
为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日前，经开

区瑞锦小学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观看河南省“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图片展”经开区展区。

图片展分为三个篇章，呈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愤
图强、艰苦奋斗实现的伟大跨越。新中国70年来取得的成就
让党员们无比自豪，大家纷纷表示，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将
不忘初心使命，砥砺奋斗，同心共筑中国梦。

郑州市第七十三中学
10月 26日，郑州市第七十三中学党员来到巩义市“豫西

抗日纪念馆”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大家参观了“豫西抗日纪念
馆”，深入了解豫西人民不屈不挠坚决斗争的英雄事迹，领略
了豫西人民不怕牺牲、誓死捍卫国土的革命情怀。随后，大家
参观了竹林镇万吨水厂、“引黄入竹”等工程，感受竹林镇在党
的领导下取得的快速发展。大家真切感受到党和人民的鱼水
情深，加深了对初心使命的感悟。

校讯速递

栏目记者 张震活动关注

今年国庆节这天，我早早起了
床，七点半准时在电视机前等候着，
准备目睹我们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阅兵式上军人的飒爽英姿，一睹我
们尖端武器、坦克和战车的风采。

十 点 ，我 们 的 阅 兵 仪 式 开 始
啦！我的心情无比激动。伴随着一
声声炮响，阅兵式正式拉开序幕。
军人们个个昂首挺胸，手持军枪，迈
着整齐的步伐从天安门城楼前走
过。从他们的行动里可以看出他们
对祖国的热爱。看着他们整齐的步
伐，我不禁想起了自己，在学校走路
队的时候，我们走得和那些军人们
走得真的是差十万八千里啊！我真

的是太佩服他们了，更佩服我们的
祖国。

之 后 ，就 是 我 们 先 进 的 武 器
了，一排排坦克向前驶去，十分威
武。这场面我隔着屏幕都被震撼
到了。还有导弹、装甲车等各式各
样高科技武器，让我深深地感受到
了我们祖国的强大和科技的飞速
发展。

观看完这次阅兵式，我真为自
己是个中国人而感到骄傲自豪。人
们常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
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
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
则国进步。”我们新时代的少年们，

肩负着中华民族的未来，所以我们
要从小热爱祖国。

“此生无悔入华夏，来世还生种
花家。”祖国，我爱你！

管城回族区阳光实验小学 金圆圆
辅导老师 侯淑云

观《我和我的祖国》有感

这部电影主要讲了新中国成立 70年来的
7个重要历史时刻，让我们重温那些历史瞬间，
共同回忆新中国走过的漫漫长路……

70年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儿
女踏上了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天、入
海、攀登科学高峰、探索深海奥秘，中华儿女从
未停下创新的脚步。短短的几十年，我们周围
发生了太多让人惊喜的变化，我们作为新中国
的接班人，为新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感到无比
自豪；为祖国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为我们生
长在这样和平幸福的年代感到庆幸。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
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我歌唱每一座高
山，我歌唱每一条河，袅袅炊烟，小小村落，路
上一道辙……”每当听到这首老歌，我的心就
会被感动，每当唱起这首老歌，我对祖国的热
爱之情就会在胸中激荡。我是中国人，不论何
时，不论何地，祖国永远在我心中！

同学们，我们是祖国的花朵、是祖国的希
望，我们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为祖国更
美好的明天贡献一份力量。

管城回族区东关小学 孙 琳
辅导老师 王艳花

舍己为人值得赞
《我和我的祖国》观后感

巴尔德斯曾经说过“把别人的幸福当做自己的幸
福，把鲜花奉献给他人，把棘刺留给自己。”看完电影
《我和我的祖国》后，其中《护航》这个故事，让我再一
次明白了巴尔德斯说这句话的意义。

《护航》的主角吕潇然，从小立志当一名飞行员。
长大后，她经过一道道难关，一个个日夜的辛苦训练，
在飞行员之路上磨练了顽强的意志，也造就了她一身
的本领。终于，机会来了，阅兵式马上到来，本想着是
首发的吕潇然却被选成了替补，这让她一时难以接
受。教练解释说：“就是因为你是最好的，无论在任何
位置都不会出错，一旦出问题，只有你才能顶上去妥
善处理。”吕潇然明白了教练的用心良苦。阅兵式当
天，一位队员飞机出现故障，准备返航。按理说吕潇
然应该接上去，但她并没有这么做。吕潇然利用通讯
器给那位队员讲解如何排除故障，稳定飞机，终于，飞
机恢复了正常。吕潇然错过了一直以来的梦想：参加
阅兵式。像吕潇然这样在背后为他人、为祖国默默付
出的人还有很多，数不胜数。

舍己为人，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我看
来，它是一颗种子，埋在我们心里，闪闪发光。久而久
之，定会结出丰硕的果实，它将洒满人间，也将使我们
的青春傲然怒放。

金水区文化路第二小学 耿奕钦
辅导老师 杜 斐

点评：本文结合自己观看
阅兵式的感受，展现了祖国的
强大，表达了作者对祖国的热
爱，文笔流畅，感情真挚。

此生无悔入华夏

神圣的五星红旗

点评：作者抓住观影时
的一个画面，结合自己和爸
爸的“小互动”把爱国情怀
抒发的淋漓尽致。文章行
云流水，精致优美。

点评：作者从《护航》中吕潇然联想到
无数为了他人、为了祖国而默默付出的背
后英雄，深情歌颂了“舍己为人”精神的崇
高意义。

点评：《我和我的祖国》这部电影，
在作者内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激发了
热爱祖国、努力学习的情感。语言生动
有气势，文章结尾处，突出表现了作者
强烈的爱国情怀。

我与祖国共成长我与祖国共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