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以诚立身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国以诚立心。。诚信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美德，，诚信诚信，，是生活中的明灯是生活中的明灯，，指引我们前行的路指引我们前行的路。。

诚信是为人之本诚信是为人之本，，也是立足之本也是立足之本，，作为新时代的少作为新时代的少
年年，，更应从点滴小事做起更应从点滴小事做起，，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美德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美德。。亲亲
爱的同学们爱的同学们，，快快拿起你手中的纸和笔快快拿起你手中的纸和笔，，将你和诚实守信将你和诚实守信
的故事讲给我们听吧的故事讲给我们听吧！！

征文主题征文主题：：诚信是金诚信是金

文字文字、、图画皆可图画皆可，，内容丰富内容丰富，，主题鲜明主题鲜明。。优秀稿件将优秀稿件将

在在《《郑州教育郑州教育》》专刊专刊、、郑州观察客户端和郑育见微信公众郑州观察客户端和郑育见微信公众

号刊登号刊登。。

征稿要求征稿要求：：

11..发送至发送至《《郑州教育郑州教育》》信箱信箱：：zzjyzkzzjyzk20162016@@163163. com. com，，

文章字数在文章字数在 300300～～600600 字之间字之间。。

22..作品须注明作品须注明““姓名姓名++学校学校++班级班级”，”，并请辅导老师给并请辅导老师给

予点评予点评。。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请准备一张电子版生活照及请准备一张电子版生活照及150150字字

左右的个人简介随投稿文章一起发送至上述电子邮箱左右的个人简介随投稿文章一起发送至上述电子邮箱。。

织梦空间
优秀作文选登优秀作文选登

征文啦征文啦征文啦征文啦征文啦征文啦征文啦征文啦征文啦征文啦征文啦征文啦征文啦征文啦征文啦征文啦征文啦征文啦征文啦征文啦征文啦征文啦征文啦征文啦征文啦征文啦征文啦征文啦征文啦征文啦征文啦征文啦征文啦征文啦征文啦征文啦征文啦征文啦征文啦征文啦征文啦征文啦征文啦征文啦征文啦征文啦征文啦征文啦征文啦征文啦征文啦征文啦征文啦征文啦征文啦征文啦征文啦征文啦征文啦征文啦征文啦征文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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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日报郑州市教育局联合出品

生命在于运动
体育，这个词我们都不陌生。那你们平时经常做体育

运动吗？
小学生要经常做运动，这样对我们有很多的好处，比

如可以改善呼吸系统的功能：在我们跑步或做别的运动
时，呼吸过程会加深，会吸进更多的氧气，排出更多的二氧
化碳，从而使肺活量增大，肺功能增强。还有一个好处也
很重要：可以控制体重与改变体型。众所周知，过分肥胖
会影响人的正常生理功能，尤其是容易造成心脏负担加
重。俗话说：“长练筋长三分，不练肉厚一寸。”由于体育锻
炼能减少脂肪，增强肌肉力量，保持关节柔韧性，故可以控
制体重，改善体型和外表。

学校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在体育方面可下了不少
功夫。例如早上大课间时，我们都会跑步，每天跑 20 分
钟。跑完后再走路到自己原来的位置上。还为我们专
门编排了集体舞，这样也可以劳逸结合，不会让我们太
劳累。

记得有一次，在体育课上老师先让我们跑了两圈，
又把我们带到一个器械旁边锻炼，那个器械是由一个
个圆环组成，前面和后面是固定的，中间是可以活动
的，在前面时很好通过，但在中间时由于器械是活动
的，所以不是很好过去，在老师的鼓励帮助下，女生们
一个一个顺利过去了，对自己害怕的事情踏出了胜利
的第一步。看，体育还会让一个女生胆子变大，确实不
错吧！

现在，我对体育刮目相看了，虽然我不擅长体育，但在
老师和同学的熏陶下，我对体育也起了兴趣。总之，体育
的好处还要你自己去发现。

金水区南阳路第二小学 李怡辰
辅导老师 席振娟

点评：体育运动的作用，在小作者的这篇文章里实
实在在地体现出来了，她也希望每位同学都能在平时
的学习生活中发现体育锻炼带给我们的好处。

给老师的一封信
亲爱的王老师：

您好！
最近都在干嘛？您还像以前那样批改作业到深夜

吗？多休息一下吧！要知道，您的身体健康就是我们
最大的心愿啊。

从前，我们在那一间满载着幸福的教室，一起欢
笑，一起过着幸福的校园生活。和您在一起的日子，令
我终生难忘，现在，时间将我们分开，那个无与伦比的
五（7）班就这样匆匆地走了，我们迎来的是崭新的六
（3）班，是不同的老师和同学。我多么希望您能继续当
我们的老师，我多么怀念以前的日子。

有一次我和几名同学去问您，上六年级了您还会
教我们吗？您说还会教我们，我们当时心里都乐开了
花，因为我们都特别喜欢听您讲课，我们赶紧跑回班，
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全班同学，同学们都非常高兴。
可是直到六年级开学了我才知道，那只是一个善意的
谎言，您怕我们难过才那样说的，对吗？

王老师您放心，我们不会难过，尽管我们只相处了
两年，可这两年，我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快乐，两年
来，您给了我们多少慈母般的爱，那点点滴滴我们永远
不会忘记，您永远是我们生命途中最美的点缀。

祝您：桃李满天下，永远年轻漂亮。

郑州航空港区领航学校 张欣怡
辅导老师 杨秀娟

点评：小作者将对老师的崇敬与爱融入短小精悍的
文字中，真挚的师生情谊溢于言表，令人动容。

“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梦想，因为
我们都是追梦人。”

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并不是能
做出一番惊天地、泣鬼神事业的人，我也
不想逼迫自己去做一个十全十美的人。
我的梦想就是去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
人，一个对事业兢兢业业的人，一个善良、
质朴、无私奉献的人，仅此而已。

英国女作家 J.K.罗琳是我最喜欢的作
家。说她创作的《哈利·波特》系列风靡全
球，那是一点儿也不夸张。不过，我最佩
服的还是她克服困难、坚持梦想的勇气。

罗琳从小就喜欢写作和讲故事，并且
立志要成为一名作家。创作的愿望和动
力，从没有离开过她。

罗琳大约 24岁的时候，有一次，她乘
火车从曼彻斯特去伦敦。旅途中，罗琳仿
佛看见了一个瘦小的十一岁男孩在窗外
朝她微笑，伟大的巫师——“哈利·波特”
就此诞生。那时候，罗琳身为一位失业
的单亲母亲，生活很艰辛。因为家里很
冷，她常常跑到家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去，
把心里的故事写在装白砂糖的小纸袋

上。《哈利·波特和魔法石》就是这样写成
的。从那以后，罗琳的才华得到了璀璨
的绽放，《哈利·波特》系列屡创销售奇
迹。全世界不知有多少人和那个头发乱
蓬蓬、眼睛碧绿清澈、额头上有一条闪电
形状伤疤的男孩一起哭、一起笑，一样顽
皮、一起成长。

我喜欢作为作家的罗琳，更喜欢成为
作家之前没有放弃努力的罗琳。即使在
最贫困、最孤立无援的时候，她也仍然不
忘自己最初的梦想。我希望长大以后的
我能像她那样，坚守自己的梦想，让梦想
尽情释放！

郑州外国语中学 李沅航
辅导老师 崔媛媛

点评：作者通过简短的文字向我们
传递出喜欢作为作家的罗琳，更喜欢成
为作家之前没有放弃努力的罗琳。这
就是榜样的力量，梦想的力量。

夏天的周末，不忙的时候爸爸
妈妈喜欢开车带全家到周边的小山
村避暑，这趟出行我们把目的地选
在了辉县薄壁镇双底村。它位于太
行山南端最深的一条大峡谷之中，
村子旁边是太行八陉保存距离最
长、最完整的古马古道——白陉，始
建于春秋战国，至今已有 2600 多年
历史，在古代是晋豫间通商通行的
捷径要道。

我们出发比较晚，赶到双底村时，
已是日落时分。太阳收起了它那刺眼
的光辉，变成了一个橘红色的大圆
盘。太行山脱去了它翠绿色的外衣，
披上了一层金橘色的斗篷。

村子的前边是武家湾水库，水库
周围种有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红豆杉，
一阵阵山风吹来，空气清新宜人。农
家的老板为我们把小桌椅摆在了门
口，摆上了六七个农家菜和一锅小米
粥，别看小菜不起眼，都是平时难得一
见的野菜，比如马齿苋、荠荠菜、地皮
菜，但配着手工大馒头，就成了人间美
味啊。

吃着吃着，天就黑了下来，月亮爬
上树梢，来到了树顶，稳稳地挂在深蓝
色的夜空中。山村的夜空特别通透，
星星也格外闪亮，仔细看，还能看到夜
空中有丝丝云彩飘过，亮晶晶的星星
就像在云彩里玩捉迷藏似的，时有时

无。白天看上去壁立千仞的太行山峡
谷，这时候都只有黑黑的轮廓，像一幅
幅剪影画。

院子里的小猫在灯光下扑着飞
虫，认真专注的样子特别有趣，但不知
什么名字的小鸟鸣叫一声飞过，它又
巴巴地朝着鸟儿的方向跑去。

水 库 周 围 的 蛙 鸣 和 树 上 的 蝉
叫组合成了特殊的小合唱团体，老
板大叔说，别担心睡不好觉，红豆
杉有安神助睡眠的功效，你们一定
能美美地睡一个好觉。山村的夜
晚，大山拥抱着满天的星光，我拥
抱着一床薄被，睡前我想到了辛弃
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里的一
段诗句：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
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
一片。

山村的夏夜真是美好啊！

金水区文化路第二小学 杨竞歆
辅导老师 芦 艺

点评：小作者通过植物、动物、
景物等向读者传递出对乡村夏夜的
喜爱之情，层次清楚，有选择有重
点地描绘，写景与抒怀联合起来，
寓情于景，情景交融。

六一这天是儿童节，是孩子们最喜欢
的一天。这一天，孩子们可以收到礼物，
表演节目，还可以开心地玩耍……虽然我
现在已经是一名五年级的小学生了，但儿
时六一的快乐时光，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
子里。

小时候，每到六一，爷爷奶奶就带着
我和三个弟弟去公园。一路上我们都很
激动，甚至唱起了欢乐的儿歌。

到了公园，我们四个便手拉着手向蹦
床的方向跑去，转眼间就跳上了蹦床。我
们被弹得很高，落到蹦床上，又被弹起来，
最小的弟弟没把握好平衡直接趴坐在那
儿了，惹得我们哈哈大笑，边笑边蹦得更
起劲了。爷爷奶奶一边说“小心点儿”，一
边拿出手机拍下这难忘的一幕。

玩了一会儿，我被一旁的滑梯吸引
了，快步跳下蹦床，奔向滑梯。三个弟弟
见了，也连忙跑过来。我们在滑梯上开
心地滑来滑去，忘记了时间。爷爷像变
魔术一样拿出了四个冰激凌，我们立马
奔向爷爷，爷爷宠溺地看着我们，我们吃

着美味的冰激凌，我觉得那天的冰激凌
格外好吃。

我们玩累了，却依然不想回家，迈着
懒散的步伐到旁边的动物园去看动物。

走到长颈鹿面前，我想喂长颈鹿吃树
叶，爷爷把我抱了起来。我们还看了熊
猫、猴子、骆驼……甭提多开心了！

回想起儿时熟悉的场景，我不禁怀
念起来。那时的我们，还小小的，一转
眼，我们就长大了，身高都快赶上爷爷奶
奶了。但我们其实还是从前的那个孩
子，开心快乐的孩子！

郑州航空港区慈航路小学 赵诗漫
辅导老师 顿小丽

点评:开心快乐的日子总令人难以
忘怀，小作者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童真
童趣和天真烂漫令人动容，对爷爷奶奶
的爱也在笔尖倾泻。

我的梦想

快乐的记忆

“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
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
志强……”雷锋这个响亮的名字具有
温暖人心的力量，他的事迹振奋人心，
催人奋进！

雷锋是湖南省望城县人，1940年
出生在旧社会的中国，7岁就沦为孤
儿。1960 年 1月，雷锋应征入伍，成
为了沈阳军区工程兵某部汽车连的一
名战士，同年 11月，雷锋如愿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在部队生活的两年零八
个月里，雷锋曾荣获二等功一次，三等
功两次，先后被评为“节约标兵”“模范
共青团员”“少先队优秀辅导员”。
1962年 8月 15日，雷锋在一次执行任
务时不幸因公殉职，年仅22岁。

读完《雷锋日记》这本书，我对雷
锋精神有了更具体的了解，它主要体
现在三个方面:一、“螺丝钉”精神，雷
锋把生命与社会主义事业相结合，在
每个岗位上发光发热；二、“钉子”精
神，雷锋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使其生命
得到升华；三、“傻子”精神，雷锋总是
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先人后己，舍己
为人。

而这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傻子”精神。我之前一直不明白，
为什么会有人愿意把好东西给别
人，帮助别人，而且不求回报呢？读

完这本书后，我明白了。这个世界
上做好事的人并不少，但做好事却
不求回报的人却很少。有的人做好
事是为了得到别人的夸赞，有的人
做好事是为了获得相应的报酬，而
雷锋做好事不求名也不为利，他获
得的是一种从心底迸发的满足感，
这是什么都无法替代的宝贵精神财
富。做好事的人很可贵，而默默无
闻不求回报做好事的人更难能可
贵。对比雷锋，我想我缺少的就是
这份“傻子”精神。

雷锋没有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
事情，但是他在平凡的岗位上造就了
不平凡的伟大。我们就是要学习他的
无私奉献，更要学习他数十年如一日
的全心全意与坚定不移！

做新时代好少年，我要从学习雷
锋做起！

金水区黄河路第三小学 朱若兮
辅导老师 王 华

点评：小作者将雷锋的生平和
自己的读后感结合，表达了对雷锋
的敬佩和传承雷锋精神的决心，思
路清晰，文笔流畅。

榜样

夏夜

“小鸡，别跑！”“哎哟嘿，站住！”
周五下午，我们 5个好朋友在楼底下

玩老鹰捉小鸡，有个头不高但身手敏捷的
方浩宇，个头不低但沉默寡言的秦风羽，
和“女汉子”司晨婧，然后是“狡猾”的李念
晨，他还有个绰号叫“满子”，最后便是又
强又壮的我了。

这场游戏有两个规则，一是游戏里有
5个角色，1只老鹰、1只母鸡和 3只小鸡；
二是在游戏过程中如果有小鸡被老鹰捉
住就算淘汰了。我当的是1只威风凛凛的
老鹰，而方浩宇当的是1只母鸡，剩下的就
是小鸡了。

游戏开始了，我准备发起第一轮攻
击，我眯起眼，看见“满子”这只小鸡正在
发呆，于是就快速地向他跑去，一个弯腰
跑直接冲破母鸡的第一道防线，在离他
很近的时候我大喊道“大鹏展翅”，使出
了我的第一招，我的身体一跃而起，但谁
料想却扑空了，他一看见我就赶紧跑到
母鸡身后，双手叉腰，嘲笑道：“哈哈，没

抓到吧。”眼睛里充满了骄傲与挑衅。
我跟母鸡僵持了一会儿后，就发现他

不太能保持注意力，于是就趁他没注意，
快速地使出了第二招“风神步”，其实就
是跑得很快，我果然没猜错，我冲过去
后，他才反应过来，但为时已晚，我已经
捉住了这只小鸡。

快乐的时光总是这么短暂，通过这次
游戏，我觉得做任何事都不能太着急，要去
观察、去思考，否则你永远抓不住机会，只
有心静下来去想方法，你才会抓住那个最
好的时机。

金水区农科路小学 王梓臣
辅导老师 侯丽芳

点评：小作者通过对老鹰捉小鸡游
戏的描写，阐述了做人做事要观察、要
思考的道理，思路清晰，有理有据。

激烈的老鹰捉小鸡

“蘑”力无限
郑州龙门实验学校 郭蔷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