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都有一个家
名字叫中国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每
次听到这首歌后，我的心情就十分激动，因
为我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祖国是生我养我的地方，祖国是我美丽
的家园，祖国就像我的妈妈。我爱我的祖
国，我爱飘扬的五星红旗，我爱胸前的红领
巾，我更爱我的家乡桂林。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我的家乡变了，
变得越来越美丽富饶了。一幢幢花式洋楼拔
地而起，公路越来越宽，马路上都成了汽车
的海洋了，有各式各样的小汽车，五颜六
色，让人看了眼花缭乱。街道两旁都是一排
排翠绿的树，街道干净整洁。桂林还成为世
界著名的风景旅游城市……

我爱我的祖国，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健
康成长，奋发图强，为祖国的未来发展多做
贡献。

灵川县八里街第一小学三（1）班 宁泽辰
指导老师 郑明琳

吾辈当自强

今天是 2020 年 9 月 18 日。十点钟，我
们的耳畔传来持续的防空警报声。我们每一
个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这一天，哪怕已经过
去了 89 年。

为了纪念这一天，我们铁路西小学六年
级的全体学生清一色的夏季校服、白鞋白
袜、仪表整洁、静默肃穆。在第一节课下课
后，防空警报急促响起，我们抱头后迅速按
照指定路线有序地跑到中操场，下蹲着围在
一起……直到警报解除，演习结束。

回到教室，老师继续给我们讲解“ 9·18
事件”———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关东军
嫁祸中国军队炸毁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并
以此为借口占领了沈阳，接着开始全面侵
华……因此，“ 9·18 ”是我们的国耻之日，
“ 9·18 ”让我们失去了无数的同胞、丢失了
大片的国土。 89 年过去了，如今虽炮火已不
在，但警钟仍需长鸣。今天的生活是多么美
好，我们更应该珍惜当下、珍惜和平！但更
要明白和平是无数先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
的。

防空警报声犹在耳畔长鸣，这是绝不可
忘却的警示——— 勿忘国耻、牢记历史！我们
要时刻警醒:当一个国家、民族落后而又地大
物博，必然会遭到“强盗们”的觊觎。吾辈
当自强不息，不负青春、不负韶华、勤学报
国，守好祖辈交给我们的每一寸国土，大好
河山岂容他人践踏！

铁路西小学六(1)班 蒋玉颖
指导老师 钟玲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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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祖国共成长

2008 年 8 月 8 日 20 时，一声震耳欲聋
的巨响划破了北京的上空，那是北京奥运会
开幕式礼炮的声音……从申奥成功到奥运会
完美闭幕，我们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的实力
与飞速的发展！

1970 年 4 月 24 日中国成功发射第一颗
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中国成为世
界上第五个能够发射卫星的国家！

2007 年 10 月 24 日，中国第一次发射月
球探测卫星“嫦娥一号”。

2019 年 1 月 3 日“嫦娥四号”探测器实
现了人类首次月球背面着陆，并传回了第一
张月背近距离拍摄的清晰月表形象图。

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突破。这些
伟大的事件，让中国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这让我们为祖国母亲感到无比自豪与骄傲！

2020 年年初新冠疫情爆发，全国各地都
派出了医疗队去支援武汉。年迈的钟南山爷
爷也冲锋在前，就这样中国出现了一群在疫
情中逆行奔跑的白衣天使！不仅这样，马云
花巨资为国家捐口罩，防护用品……韩红发
动明星们为国家捐款捐物资……全国人民听
从指挥，不乱出门，做好各项防疫卫生工
作。所有口罩生产厂家加急生产口罩，各大
超市也为大家准备了充足的生活必需品。我
们全国人民万众一心，齐心协力战胜了这一
场夺走了数千生命的新冠病毒！

这就是我们中国飞速发展的实力，这就
是华夏民族共同奋斗的结果！现在，复兴中
华的重担落到了我们少年的肩上，我们一定
会像梁启超先生在《少年中国说》里说的一
样：“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
少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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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胜于欧洲
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
球！”我们与祖国母亲共同成长，共同进
步！

我觉得，中华民族从来不缺少梦想，中
华民族从来不缺少开拓精神，我们有理由相
信，中华民族更绚烂的梦想必将一个个实
现！只要我们齐心协力，祖国必定更加繁荣
昌盛！

胜利小学五（ 1 ）班 陈雨辰
指导老师 张兰花

我爱我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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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
听到这首歌，我的内心就无比激动与自豪。

1949 年 10 月 1 日，毛主席在北京天安
门城楼上向世人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
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如今，我们伟大的祖
国经历 70 多年的风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

1998 年夏天，无情的洪水席卷了长江流
域，当危情出现时，是解放军叔叔们挺身而
出，一次又一次将凶猛的洪水“打败”。

2003 年 8 月， SARS 病毒扩散，学校停
课、工厂停工……这时，一群白衣天使出
现，消灭了这场没有硝烟的疫情。

2019 年一部《我和我的祖国》电影传遍
了祖国大地，电影从前夜、相遇、夺冠、回
归、北京您好、白昼流星、护航七个感人的
故事讲述了 70 年间祖国为迈入世界强国之列
所作出的努力。

2020 年的春节，一个不寻常的春节，可
怕的“新型冠状病毒”蔓延了全国，除夕夜
晚，一群“天使白”、“橄榄绿”、“守护
蓝”、“志愿红”出现在了全国抗疫的第一
线，为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祖国构建起了
一道安全的防线。

我爱我的祖国，它用臂膀拥抱守护着我
们。我的祖国很古老，它有着五千年的灿烂
文化。我的祖国很年轻，它才刚刚踏上通往
美好未来的航程。我的祖国很美，那如画的
风景百看不厌。我的祖国很强大，因为它拥
有无数坚强的儿女。

周总理曾经说过，为中华之崛起而读
书。我们也要不断地努力学习，为祖国做贡
献。我要大声地告诉全世界：我骄傲，我是
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民主小学 2016 级（1）班 吴炎珏

让我自豪的祖国

秋分时节，银杏树叶已慢慢变得金黄，
枫叶也慢慢变红，秋高气爽，景色美不胜
收！每年到这个时候我就知道我们伟大祖国
母亲的生日——— 国庆节快要到了。今年的国
庆节很特别，恰好与中秋节是同一天。城市
的大街小巷都布置了很多好看的花圃、灯
笼、横幅……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气氛。

看着眼前街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欢
声笑语，我不禁感叹就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
武汉疫情爆发，随后全国各地疫情防控进入
一级响应状态。封城，封村，全国人民都自
觉待在家不出门，各地组织医护人员驰援武
汉。在疫情面前，国家提出生命至上，而且
提供免费治疗，免费做核酸检测，这样的承
诺是世界上很多国家做不到的。新冠病毒就
这样被打败了。疫情能这么快被控制，这一
切都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做后盾。
我们祖国还派出医疗队救助了很多疫情严重
的国家，把中国抗疫经验传遍全世界，这是
因为我们有着大国的担当和责任。

我为我们祖国的强大而感到自豪，我为
我是中国人而感到幸福！我们现在要努力学
习，将来长大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

将军桥小学二（11）班 刘文悦
指导老师 苏娟杰

铭记“九一八”

“九一八”是中国人难忘的日子。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

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嫁祸中国军队，并
以此为借口向中国发动进攻，次日占领沈阳
城。短短 4 个多月，中国东北全部被日军占
领， 3000 多万村民深陷苦难！

1931 年到 1945 年，一共有 14 个春夏秋
冬，约有 3500 万军民伤亡。日本侵略者真是
血洗了我中华疆土。想我中华泱泱大国上亿同
胞，竟然遭一小岛国的凌辱，实在是愤慨至
极。面对残暴的侵略者，英勇顽强的中国人民
从来不曾低下高昂的头。多少中华儿女用自己
的生命和鲜血去保卫家园，捍卫祖国。他们的
生命和鲜血演绎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
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每一位先烈都让
我万分敬仰。

今天老师为我们上了一节特殊的历史课
《铭记九一八》。在课堂上，老师给同学们播
放了战争时期的一些旧照片：有日本装甲车横
行在沈阳大街上；有日本骑兵侵入哈尔滨火车
站；有南京大屠杀死尸遍地的惨景……这一张
张惊世骇俗的照片，看得我双拳紧握、咬牙切
齿、泪眼模糊，实在太可恶了！

老师还告诉我们，这些侵略者在我们的土
地上烧杀掠夺无恶不作。幸好中华民族凝聚成
钢铁长城，浴血奋战，将这群罪恶滔天的侵略
者赶出了中国。虽然被欺辱的黑暗年代离我们
已经久远，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高枕无忧
了，铭记历史，不忘过去，才能拥有未来。

今天，校园的上空又响起了防空警报声，
我们全校进行了防空疏散演习。全校以一分二
十秒的速度安全有序地撤离教室。我们用行动
表明：少年强则国强，落后挨打的日子已经过
去了！我心里暗下决心：要努力读书，好好学
习科学文化知识，将来一定要把祖国建设成为
世界强国！

蓝田学校四（1）班 申雨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