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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日报郑州市教育局联合出品

主题：《童心向党》
文字、图画皆可，内容丰

富，主题鲜明。优秀稿件将在
《郑州教育》专刊、郑州观察客

户端和郑育见微信公众号刊登。
参与方式：1.发送至《郑州教育》信箱：

zzjyzk2016@163.com，文章字数在300～600
字之间。2.作品须注明“姓名+学校+班级”，并
请辅导老师给予点评。

特别提醒：请准备一张电子版生活照及
150字左右的个人简介随投稿文章一起发送至
上述电子邮箱。

征文
要求

1921年到2021年，历经百年，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

将民族精神延续，亿万国人以大无畏的奉献精神克服艰难

险阻，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

新中国一步步走向独立自主，繁荣富强。

金秋十月，我们将迎来新中国成立72周年，鲜艳的五

星红旗迎风飘扬，心中的爱国情怀汹涌澎湃。

为祖国母亲庆生，你，有什么想说的呢？或是感慨校园

的干净整洁、书声琅琅；或是细数家乡的旧貌新颜、日新月

异；或是展望未来，抒发自己报效祖国的豪情壮志？拿起你

手中的纸和笔，一幅幅美好蓝图等你绘就。

征 文 啦

少年壮志当拏云少年壮志当拏云
——““童心向党童心向党””主题征文优秀作主题征文优秀作品展示品展示（（一一））

喜欢《长津湖》这部电影，缘于
我的老家裴家村也有五六名抗美
援朝老兵。虽然这几名老兵如今
都已去世，但当年那首“雄纠纠，气
昂昂，跨过鸭绿江”却唱遍了全村。

这个国庆假期，我和家人一起
观看了这部电影，深感历史是那么
的远，又是那么的近。

“我们为什么要打仗？”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

们的下一代要打。我们出生入死，
就是为了他们不再打仗。”

这一仗，我们必须赢！电影中，
当七连指导员梅生说出这句话的时
候，他手中不停地抚着女儿的照片，
那是一个父亲保护自己女儿的勇敢
和坚决，令人为之动容。

战争是残酷的。战场上天寒地
冻、缺衣少粮，有人十个脚指头冻没
了，有人饿得抓雪往肚子里咽……

“哪怕是冻死，我也要高傲地耸立在
我的阵地上！”一排排志愿军战士，
俯卧在零下 40℃的阵地上，冻成了

“冰雕”群像。
这些“冰雕”战士，以战斗队形

散开，卧倒在雪地上，人人都是手执
武器的姿态，怒目注视前方，没有一
个人向后……即使路过的美军将
领，也禁不住向这些“冰雕”群像行
礼致敬，向这些值得尊重的对手行

礼致敬！
电影《上甘岭》中也有一幕这

样的场景，一个苹果在战士间传来
传去，其实谁都想咬上一口，可谁
也没有这么做。为什么呢？因为
这个苹果能被送入坑道，已不知道
牺牲了多少战友。据《第十五军军
史》记载，当时军部下令，凡运上去
一筐苹果，记二等功一次，可结果
是，当 6.3 万余斤苹果往前线运输
时，没有一筐苹果能够通过敌炮的
封锁区，最后只有一个苹果被送上
阵地。我们难以想象的是，在敌人
的猛烈轰炸下，很多战士没有牺牲
在阵地上，而是牺牲在输送物资的
路上……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
有人为我们做出牺牲。正是当年先
烈们浴血奋战，他们把该打的仗都
打了，现在的我们才可安然享受这
繁华盛世。

这繁华盛世，亦如先烈们昔日
所愿。

而我们，也必须扛起责任继续
前行！

碧血千秋，英雄不朽；
山河无恙，少年自强！

郑州市第二初级中学 裴浩然
辅导老师 王振华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
城……”

随着铿锵有力的国歌声响起，
天安门广场上的五星红旗也缓缓升
起。那面红旗承载着中国人的梦
想，就好像天边另一个红色的太
阳。而每当我听见国歌，都感到无
比的骄傲和自豪。因为，如果没有
中国共产党 100年的艰辛努力，就
没有今天全世界发展增速第一、经
济体量第二的新中国。

回首过去的 100 年，那是多么
艰苦的岁月和历程啊！旧中国贫穷
落后，帝国主义列强一次次的入侵，
也不知吞噬了多少中国人的生命。
战争让我们的祖国沦陷，让各民族
苦难同胞受尽欺辱。在这样的情况
下，有一批英雄挺身而出，救国救
民，他们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他们
抛头颅洒热血，献出自己年轻而宝

贵的生命。请让我们对着五星红旗
衷心敬礼，在心里永远铭记共产党
和我们的祖国。

作为新时代的我们，是祖国的
骄子，是跨世纪的新一代，我们同
样肩负着振兴中华的重任。我们
要继续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立振
兴中华之志，把爱国之情化为效
国之行。作为刚刚升入七年级的
中学生，一方面，我们要努力学习
科学文化知识，让自己将来成为
一个对祖国、对社会真正有用的
人，另一方面，要在党的领导和指
引下，塑造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
观，成为一个思想进步、政治正确
的跨时代少年。

亲爱的祖国，我们为您的伟大
感到骄傲，为您日益繁荣昌盛感到
自豪。

郑州龙门实验学校 赵优阳

国庆节那天清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人头攒
动，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从
祖国大江南北赶来的各族人民群众观看了庄严
的升国旗仪式，大家齐声高唱国歌，自豪之情洋
溢在每个人的脸上。我虽然是在家里通过电脑
屏幕观看的，但依然受到了强烈的感染，内心激
动不已。

今年暑假期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之际，爸爸带着我观看了《觉醒年代》《建党伟业》
《建军大业》《建国大业》等影视剧，使我了解了
“五·四”爱国运动、中国共产党“一大”、“四·一
二”反革命政变、二万五千里长征、八年抗日战争
等发生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个重大事件。
回味这段历史，我的内心汹涌澎湃。正是无数革
命先辈们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才终于让这
鲜艳的红旗飘扬在中华大地上。

让我记忆深刻的还有纪录片《西南联大》的
部分情节。那个年代，每逢下雨，在昆明西南联
大简陋的教室里，总是会出现“雨脚如麻未断绝”
的情况，但师生们依然坚持上课；当敌机来轰炸
时，师生们则纷纷躲避到山沟里面坚持学习。从
这所大学走出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
道、“两弹一星”勋章获得者邓稼先、数学家华罗

庚等一大批优秀人才，如同夜空中一颗颗闪耀的
明星，熠熠生辉，撑起了新中国成立后科技文化
发展的一片蓝天。

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和他们比起来，有
着无比优越的生活和学习条件。吃不用愁，穿不
用愁，宽敞明亮的教室让我们也不用担心风吹日
晒，那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学习呢？

亲爱的同学们，奋发向上，吾辈自强！强国
有我，请党放心！让我们时刻牢记历史，行动起
来，努力学习，将来也像先辈们一样报效祖国
吧！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为祖国唱响赞歌！

郑东新区众意路小学 刘馨潞
辅导老师 赵 静

点评：
这篇为祖国唱响的赞歌，读之令人精神振

奋。小作者用激昂流畅的文字讲述了自己通

过观看相关的影视作品，独立的思考与感悟

后，树立了坚定的爱国心和报国志。作品最后

抒发了对祖国的热爱以及努力学习、报效祖国

的决心。

2021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因为 2021年
是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也是我
们伟大的祖国72周岁华诞。在这激动人心、令人
心潮澎湃的时刻，我思绪万千，有许多话想给伟
大的党和祖国母亲诉说。

我出生于新时代，不愁吃，不愁穿，过着衣食
无忧的生活，对于很多事情感受不深，理解不多，
但自从我读过《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小学
生版）》一书后，我有了许多新的思考。这本书告
诉我：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百余年里，当时的中国
由于外国的侵略和政府的腐败，山河破碎，生灵
涂炭，人民非常悲惨。直到 1921年，中国共产党
成立了，从此，中国人民有了领路人。伟大的中
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千辛万苦，建立了新
中国。从此，中国人民开始了幸福的新生活。作
为少先队员，我的心中要有目标，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学习。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当我了解到钱学森爷爷
等老一辈科学家，放弃国外优越条件回到祖国的
时候，当我听到陈红军、陈祥榕、肖思远、王焯冉四

位解放军叔叔，为了保卫祖国领土牺牲的时候，当
我看到聂海胜、刘伯明和汤洪波三位航天员叔叔，
在我国的太空站生活90天的时候，我想到的是，祖
国的强大是由许许多多平凡英雄奋斗出来的，作
为小学生的我也要努力奋斗，朝着幸福出发。

梁启超说：“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
在我少年。”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作为
其中的一员，我在此庄严宣誓：“请党放心，强国
有我！”

管城回族区港湾路小学 马晟竣
辅导老师 朱永锋

点评：
作者通过读书了解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用

铁的事实证明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

一真理，观点明确，语言流畅，抒发自己对党和祖

国的热爱之情，表达了要紧跟党走，争做新时代

好少年的坚强决心。

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点评：
从文中我们明白了先烈们的流血牺牲、无私奉献，换来了今天的山

河无恙、家国安宁。生逢盛世，享受着新时代的和平阳光，我们更要珍

惜当下，努力学习，不负时光。

点评：
小作者将自己无限的爱党爱国热情化作激情昂扬的文字，文章思

路清晰，气势磅礴，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读来令人热血澎湃。

山河无恙 英雄不朽

童心向党 爱我中华

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2021年 7月 23日在日本
东京开幕，虽然因为疫情的原因推迟了一年，但依旧阻挡不
了运动健儿们为祖国争光的决心。

在众多的比赛项目中，我还是最喜欢游泳比赛。因为
有我最崇拜的运动员汪顺，他参加了 200米的混合泳。比
赛这天，我早早地守在电视机前，只听见哨声一响，他像离
弦的箭一样，一头扎进水里，快速地摆动双臂。我看着比赛
心里也紧张了起来，挥动着拳头不停地喊着“加油、加油”！
仿佛身临其境般。汪顺凭着过硬的技术本领和较好的心理
素质，最终赢得了比赛，第一名！我在电视机前也随之激动
得跳了起来。

颁奖典礼上，看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伴随着雄壮的
国歌，运动员们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我内心也是无与伦比
的激动。我为努力拼搏的运动员感到自豪，为伟大的祖国
感到骄傲！

少年强则中国强，我们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我以后
一定要像运动员一样努力拼搏，为祖国争光，为祖国的繁荣
昌盛贡献自己的力量！

河南省实验小学 殷培源

奥运健儿报国行

奋发学习 吾辈自强

祖国在我心中
中原区桐淮小学 王梓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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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小作者通过对奥运健儿汪顺夺得200米混合泳冠军

的细致描写，将紧张的气氛和激动的心情营造得十分到

位，文末升华主题，表明对祖国的骄傲、热爱之情，思路

清晰，感情真挚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