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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寄语

在岁月中修养自己
一个真我的人，一个自律的人，一个宁静的人，

一个挑战自己的人，一个自省的人，就是一个具有

宽容气度、严谨节操、淡泊情趣、高雅气质的人。

01 -做一个真我的人

拥有真性情，拥有诚实的心，对待家人，即可

至亲至孝、至情至深；对待朋友，即可淡无心机，

坦荡心怀；对待他人，即可宽厚待人、少思计较；

对待事物，即可驱除眼碍，寻得本性自得其乐。

“上善若水”，每一个人，都

持有自身生命的活水，那就是“真

我”。真性真情，是我们天生具备

的自家宝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02 -做一个自律的人

我国华裔女作家严歌苓是一个

讲究自律的人。她每天写作六小时，每隔一天就要

游泳 1000 米。每隔一两年，严歌苓的名字就会出

现在畅销书架或者改编的影视作品上。

别人问她怎么做到的，她的答案跟她每天的生

活一样简单：“我当过兵，对自己是有纪律要求的，

当你懂得自律，那些困难都不算什么。”

做一个自律的人，就是能率真的面对自我，素

心为人，侠义交友；就是能做到才华应韫、德居人

前，利在人后；就是能面对形形色色的诱惑，做到

心不动、眼不迷、嘴不馋、手不伸。你有多自律，

就有多自由。

03 -做一个守静的人

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

随天外云卷云舒。静，是一颗平常心，是一种气度，

是一种境界。守静，就是守志向、守本心、守清贫、

守气节、守志向。守静，就是要做一个身置闲处，

心安静中的人。

周国平的散文集中有这么一句话：人生最好的

境界是丰富的安静。安静，是因为摆脱了外界虚名

浮利的诱惑。丰富，是因为拥有了内在精神世界的

宝藏。

04 -做一个挑战自己的人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一个人，能了解别人，慧眼识人，是聪

明人，但能够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人，

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能够战胜别人

的，是有力量的勇士，但能够战胜自己

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

生活，是一本教科书，很多时候，

我们身边的环境，并不如我们所愿，在困境中，更

需要学会欣赏自己，相信自己，肯定自己，鼓励自

己，这样，你就会发现，你的生命将焕发新的生机。

生活原本如此美好，天空原本如此晴朗，需要

改变的，不是身边的环境，只是我们的心态。

05 -做一个自省的人

“吾日三省吾身”。自省，就是通过自我意识

来省察自己言行的过程。“静坐观心，真妄毕现”。

夜深人静时，独坐观心，自我反省，这时候，就可

以得到大机趣，得到大惭愧。

反省，是一面镜子，是一剂良药，是把自己引

向做一个有尊严、有人格的人的阶梯。

桃源至今不可得，自种桃花在堂前。

一切，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门前，自有

桃花绚丽开放；生命，因此充满生机和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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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飞花令

1、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____陈毅《青松》

2、朔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____崔道融《梅花》

3、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____王安石《梅花 / 梅》

4、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____柳宗元《江雪》

5、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____王冕《白梅》

6、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____柳宗元《江雪》

7、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____毛泽东《沁园春·雪》

8、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____刘长卿《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9、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____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10、江南几度梅花发，人在天涯鬓已斑。____刘著《鹧鸪天·雪照山城玉指寒》

11、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____王昌龄《从军行七首·其四》

12、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____高适《别董大二首》

13、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____谢灵运《岁暮》

14、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____李白《北风行》

15、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____杜甫《绝句》

16、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____刘长卿《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17、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____李白《行路难·其一》

18、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____李贺《雁门太守行》

19、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____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20、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____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21、六出飞花入户时，坐看青竹变琼枝。____高骈《对雪》

22、万树寒无色，南枝独有花。____道源《早梅》

23、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偏吹行路难。____李益《从军北征》

24、竹外一枝斜，想佳人，天寒日暮。____曹组《蓦山溪·梅》

25、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____柳中庸《征人怨 / 征怨》

26、天将暮，雪乱舞，半梅花半飘柳絮。____马致远《寿阳曲·江天暮雪》

27、烟霏霏。雪霏霏。雪向梅花枝上堆。____吴淑姬《长相思令·烟霏霏》

28、遥知独听灯前雨，转忆同看雪后山。____纳兰性德《于中好·送梁汾南还为题小影》

29、雪里已知春信至。寒梅点缀琼枝腻。____李清照《渔家傲·雪里已知春信至》

30、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

____苏轼《浣溪沙·元丰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从泗州刘倩叔游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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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诗作

风的秘密
（七·1 班 伍洪宇）

天冷了

风吹来的时候

树叶相继离开了大树

大树很难过

决定再也不跟风做朋友

一个早晨

风垫着脚尖走过来

留下几个翠绿的树叶信封

大树笑了

信上写着

秋天我带走的

春天来时

我会一片一片

还给你呀

（九·2 班 罗宇轩）

小时候

爱国是一种话语

说在嘴上

没在心里

青年时

爱国是一种精神

挂在嘴上

更在行动上

老年时

爱国是一种信仰

默记在心里

落实在行动

（八·3 班 张梓豪 ）

乌龟在湿漉漉的路上遇见小鱼

小鱼和妈妈正在修理门窗

湖水说，我有些累

想到风吹不到的地方去

叶子蜷曲着

时光是个小毛贼呀

早晨的露珠很快就站不稳了

它们跌进草丛

躲在那里哭泣

白天和黑夜

大摇大摆走来走去

我端一只歪歪斜斜的小碗

用它盛饭

米粒胖胖的

我说，谢谢你小白米

（九·2 班 王文）

你听，秋的声音

大树抖抖手臂

刷刷，刷刷

是落叶道别的声音

你听，秋的声音

蟋蟀振着翅膀

唧唧，唧唧

是和阳台告别的歌韵

你听，秋的声音

石榴张开了笑脸

啪啪，啪啪

召唤我们快来品尝

你听，秋的声音

小溪欢快地流淌

哗哗，哗哗

告诉我们时间一去不返

(九·2 班 汪梦婷）

12 岁生日那天

你问我要什么礼物

是一套新衣服

还是出去吃一顿大餐

我摇了摇头

妈妈，妈妈

我什么都不要

我要你做我的朋友

陪我一起聊天

和我一起读书

与我一起看电影

伴我度过

即将逝去的童年

神枪手
（四·4 班 郑善琪 ）

乌云在湖上练习射击

啪、啪、啪

每一滴雨都正中靶心

可它不能算是神枪手

那一圈圈靶环

都是后来画上去的

的声音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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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习作

国庆七十周年阅兵式·观后感

第一篇

（九·3 王蕾）

礼炮轰鸣，歌声嘹亮;整齐的队伍，威严的军容;

晴朗的天空，欢呼的人们.无不显现出这一次庆典的隆

重与壮观，数十万人参与的 70 周年阅兵庆典，让我们

感动不已，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思考，只有自强、自

立，我们中华民族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阅兵式准时

开始了，一对训练

有素的军人走着

标准的正步出现

在*广场，伴随着

慷慨激昂的乐队奏鸣曲，走过了群众的视线，也升起

了那红的耀眼的五星红旗。 阅兵历来被认为是展国

力、扬军威的方式。60 周年国庆阅兵，既可以展示解

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和崭新风貌，又

可以展示中国军队维护国家安全与统一、促进世界和

平与发展的强大信心，向全世界展现“中国力量”。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侵略战争给中国人

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这段历

史不能忘却，更不容篡改和抹杀。前事不忘，后事之

师。我们强调牢记历史，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今年国庆阅兵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非常注重创

新，无论是阅兵式、还是分列式，与以往国庆阅兵相

比，将集中从内容上、形式上、编排上、组织上进行

创新。 这次庆典在全国人民欢呼的响声中结束了，它

让我看到了祖国的繁荣昌盛，自强不息。我深深的祝

福你，亲爱的祖国!

第二篇

（八·2 班 寇旭）

2019 年 10 月 1 日国庆大阅兵，是有史以来最蔚

为壮观的一次，我想，许多中国人都忘不了这一次阅

兵吧，是啊，只要看到了就难以忘记。五星红旗在天

安门冉冉升起，习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带领全国人民注

视着五星红旗再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升起，这是中华民

族最团结一心的时刻，是中华民族最难忘的时刻。

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我不禁想到 1949 年开国大

典上的阅兵仪式。那时候，我们的国家还是刚刚成立，

百废待兴。在天安门的阅兵仪式上，毛主席在天安门

城楼看着我们的军队，周总理为了让场面看起来壮观，

想办法让飞机飞了两遍。还有那些大炮，不少还得依

赖骡马来拉，那些战士们的枪支，大多数都是别的国

家生产的......

对比这两次阅兵仪式，我们祖国的变化太大了。

从一个落后的国家追赶上世界的潮流，并且大踏步发

展，到如今成为世界上的强国，中国只用了 70 年。这

些变化让我感叹，原来中国的力量是这么的强大。我

们作为祖国的后辈，不单单要为祖国而自豪，还要把

建设祖国的任务接过来，付出我们的能力，让祖国的

繁荣更上一步。

第三篇

（五·4班 杨雯婷 ）

就在 2019 年 10 月 1 日，我们的祖国母亲迎来了

她的第 70 次生日，也在天安门广场迎来了她第十四次

阅兵。我们国家的阅兵仪式，目的是为了展现我们国

家的军事实力，以及凝聚全国各族人们，让全体中国

人更加成为一个整体。所以我们祖国的阅兵仪式对我

们来说，是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特别是这次的新中

国 70 周年大阅兵。

在这次的阅兵仪式上，我们的看到了许多新式的

武器，在 70 年前，我们的先辈用那些落后的武器，凭

借着强大的斗志和信念，顽强地赶走了侵略者，保护

了我们的土地。而如今，我们有了更新的武器，这些

武器在全世界都

属于先进的，所以

对于保卫祖国，我

们有了更大的信

心，甚至说，没有

任何压力。

军事实力的提升，证明了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提

升。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生活水平提升了，祖国的强

大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保证人们幸福的生活，中国做到

了。在这些军人的保护下，中国成了全世界最安全的

国家，我们有幸生活在这个国家里，一定要铭记历史，

致敬现在的军人，同时好好做自己的事，为国家的建

设付出自己的力量。

（本期主编 王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