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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 日迎来了新学
期的第一天，同时也迎来
了 《开学第一课》 的播
出，我和全国小学生一
样，吃过晚饭后早早地坐
在了电视机旁，期待着节
目的开始。

今年的主题是“中华
骄傲”。“校园是梦想开始
的地方，那里把人生灯塔
点亮”。吴磊一曲 《梦想
开始的地方》，优美的旋
律和现在的生活多么地贴
合！撒贝宁老师拿的甲骨

文确实让我震撼了，这里
面的文化让我们感到骄
傲。我们从小小的知识窗
口里，感觉到中国的文化
博大精深。

接着是武术表演。表
演者矫健的身姿，熟练的
动作，让我热血沸腾。中
华武术也是非常了不起
的，每一个动作都有特定
的含义。撒老师邀请了我
心中的偶像铁骨铮铮的汉
子--“吴京”上台。吴
京叔叔的讲话让我受益匪
浅，他说：他曾经受伤差
点丢掉生命，但是他还是
坚持下来，他说胜利永远
属于胜者。

世界围棋冠军柯洁说
他六岁接触围棋。学习时
总是全神贯注。有一回累
得他手里拿着啃了半个的
苹果都睡着了！因为他不
甘心输给机器人阿拉法。

柯洁的精神感染了我。
96岁高龄的许渊冲老

爷爷是著名的翻译家，他
曾经获得过“北极光”翻
译奖，会翻译中、法、英
等语言。他还将古诗词翻
译成各国语言，许爷爷说
中国诗词内容美、形容
美、音美，美得令人流连
忘返。许爷爷还给我们讲
述了他的童年趣事。那是
小学学习英语的时候，有
一次许爷爷把W读成了打
拔油，而 X 读成了埃克
斯。他翻译莎士比亚时，
每天工作到凌晨三四点。
他说要把世界文化变得更
加灿烂辉煌。

老爷爷的精神启发着
我，我们要像老爷爷的那
样，每天给自己定一个目
标，每天向自己的远大理
想靠近一点！

（指导老师 王玉彬）

《开学第一课》观后感
北郊小学 五年级一班 赵铠

书，就像春天里那细细绵绵的
雨，滋润我干涸的心田；书，就像黑
夜里的一盏明灯，照亮我前进的道
路；书，就像一把钥匙，为我开启智
慧的大门......这个暑假我读了一本
书，值得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就
是《鲁滨逊漂流记》。

这本书主要写了鲁滨逊在一次
航海中船意外失事，鲁滨逊却幸存
了下来，在这座荒岛上开始了他长
达28年的历险生活。最终，他凭借

着顽强的毅力和坚持不懈的精神一
次又一次地克服了困难，回到了文
明社会中。

看完之后，我便想到了现在的
我。有一次，我在做数学老师布置
的试卷。刚开始是一帆风顺，并没
有什么难度，所以我奋笔疾书，想快
点完成好出去玩。可是，到了后面，
我被一道题难住了，我连思考都没
思考便拿起手机上作业帮寻找答
案。现在我才知道，我这种面对困

难就退缩而不是正面迎战的做法是
不对的，以后要好好改正。

我最欣赏《鲁滨逊漂流记》的作
者笛福的一句话:”害怕危险的心理
比危险本身还要可怕一万倍。”这
也是我把这本书要分享给大家的目
的，我从书中明白了：面对困难时要
敢于面对并敢于战胜它，不要畏惧
困难，更不要绕过它，不然它哪天又
会来当你的拦路虎。

（辅导老师 魏朝文）

暑假读一本好书
滕州市荆河街道工农小学 三年级三班 杨子寒

暑假的一天，小记者
团到冠世榴园东湖采风。
我和妈妈早早地来到龙泉
广场和小记者老师集合。
不一会我们便出发了，车
子进入枣庄峄城区后就能
欣赏到许多美丽的石榴盆
景，树上挂满了又红又大
的石榴，真是硕果累累，
看起来很好吃。

万亩榴园绵延数十
里，驱车走在榴园之间顿
觉心旷神怡。进了售票
口，讲解员给我们讲解了
景区路线。她告诉我们檀
树分为紫檀、青檀、绿檀、
黑檀、红檀等几种。园内

的檀树很多，有迎客檀，檀
石一家，孔雀檀等等。这
些树体现出一种顽强的精
神，有几百年的，几千年
的，看到这些树，我脑海里
浮现出两句诗：“根钻石裂
越 千 年 ，凤 舞 龙 飞 绿 满
天。铁骨铮铮迎苦雨，丹
心耿耿点山川。”

在万亩榴园有一棵非
常有意义的树，一棵大柿
子树被一棵枣树桩架着，
周边还有三棵石榴树，这
寓意着我们枣庄市石榴园
这个地名。太有艺术感
了。接着我们又参观了卧
佛殿、岳飞养眼楼等一些

庙宇。并了解了里面的一
些典故，我爬上了药师
塔，站在最高处远望去，
有一种“一览众山小”的
感觉，并没有恐慌的感
觉。

下午，我们来到了美
丽的东湖，我和小伙伴们
急忙脱了鞋子就跑到湖边
上去了，先是蹚水，后来
我们堆起了沙堡，各式各
样，时间过得真快，又该
到回家的点了。回家的途
中，我想了好多好多，脑
海里回想今天所看到的一
切。最让我不能忘怀的是
檀石一家。植根于岩石

中，从中吸取养分，铸造
筋骨，终身与石相伴，它
的根甚至能把岩石撑开。
青檀悬于山崖，树干却能
亭亭玉立。如今我们小学
生，都生活在衣来伸手，
饭来张口，衣食无忧的年
代，在这个大好环境下，
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
学习呢，将来为国家添砖
加瓦的呢！

我佩服青檀精神，同
时被它的精神感动了，在
以后的人生道路上，我要
像青檀学习，不怕一切困
难，勇往直前。

（辅导老师 刘锋）

冠世榴园、东湖一日游
陡铺小学 五年级一班 李守鹏

暑假的一天，爸爸带我去莲青
山游玩，让我最难忘的事情就是我
怀着好奇而又激动的心情第一次去
体验了莲青山漂流的“激流勇进”。

来到这里我们被莲青山的青山
绿水环绕着，我们迫不及待地买完
票一路上欣赏着沿途的风景爬到山
顶。来到漂流区工作人员让我们穿
上了救生衣坐在了小船上，我们要
从落差400米的山顶漂到山底，这
时工作人员打开水闸，船在水的推
动下从山顶上缓慢地向前漂流，我
看到弯弯曲曲的水渠里的水清澈透

明。
忽然，我看见不远处有一个又

斜又陡的高坡。这时我们离那个陡
坡越来越近，一条黑色的传送带把
我们和小船带上高坡。我越来越紧
张，紧紧抓住扶手，从高处又往下看
了一眼，呀，下面的人都成“小不点”
了！“淇淇，要冲刺了！”爸爸喊到，我
一听，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我
闭上了双眼，手心直冒汗，心也“扑
通扑通”地跳着。

突然，小船猛地冲下去了，我身
子使劲往后仰，耳边风呼呼直响。

渐渐地，速度减慢了，我睁开眼睛，
看见我们冲向一个水槽。“哗……”
皮筏子溅起许多水花，溅到我们身
上，把我们浇了个透心凉。小船带
着我们摇摇晃晃地向终点驶去。我
松了口气，再回头看看那个陡坡，心
里还是非常激动、害怕！

玩漂流可真刺激呀！它不仅有
趣，而且还能锻炼我们的胆量，能让
我们勇敢地去面对一切事情！激流
勇进，不怕困难，等来年夏天我还要
爸爸再带我来体验一下莲青山漂流
带给我的震撼！（辅导教师 姜秋云）

暑假趣事
——第一次体验莲青山漂流的“激流勇进”

洪绪镇中心小学 六年级二班 冯淇

今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我
们一家去抱犊崮游玩。妈妈早就说
暑假带我们去抱犊崮，我上网查询
了抱犊崮的资料：抱犊崮属沂蒙山
区，海拔 584 米，是一座集自然景
观、人文景观为一体的名山，为“沂
蒙七十二崮”之首。森林植被面积
大，绿树如茵，气候宜人，是不可多
得的天然氧吧，现已被列为“国家地
质公园”、“国家森林公园”。了解了
抱犊崮，我更迫不及待地想去了，现
在终于如愿以偿。

到了山亭地区，群山环绕，绿树
如茵，我和妹妹不停地惊叹山亭之

美。“到了，看见抱犊崮了”，妹妹大
叫起来，我们下了车，妈妈买了票，
我们检过票后，先去了百鸟园，园里
有鹦鹉猴、孔雀、鸵鸟、山鸡等动物，
其中最可爱的要数鹦鹉猴了。爸爸
给我们买了一包玉米，我连忙跑去
喂鹦鹉猴，猴子机灵可爱，不停地到
我手里抓玉米粒吃，还不时地向两
边看，似乎怕别人抢走它的食物。

从百鸟园走出，我们又到了一
个寺庙——三清观，里面有一棵活
了二千多年的银杏树，还是国家一
级古树呢。接着，我们开始爬山了，
一个个台阶连绵到山顶，刚开始我

觉地还很轻松，不一会儿，我就跟不
上爸妈了，不停地喘着粗气，爸爸不
停地鼓励我，终于来到了第二个检
票口。我们休息了一会，接着向上
爬，台阶越来越陡峭，不久到了山顶
——天台。站在崮顶向远处眺望，
就像卫星地图上一样：一条条小路、
一座座青山、一栋栋房屋尽收眼底，
让人心旷神怡，让我深深地感受到
了大自然之美。

时间过得真快，爸爸催我们下
山，我留恋在这自然美景之中，依依
不舍地下山去。

（辅导老师 魏朝文）

游抱犊崮
滕州市荆河街道工农小学 三年级三班 杨子寒

装饰全新的枣庄华宁保险代理有限公司室内整洁、亮丽辉
煌，员工们提前到岗作准备，恭候顾客的光临，给顾客一个高
标准、高效率的服务。

枣庄华宁保险代理有限公司大厅一角。环境优美、高
雅，员工着装整齐、文明用语，顾客前来办理业务时，礼遇
细致周到的五星级服务。

军事训练中的队列训练能培养、锻炼员工的意志和敬业精神，枣庄
华宁保险代理有限公司的员工们不畏惧烈日高温，让汗水浇灌自己心中
的《为枣庄华宁保险代理有限公司的壮大》而努力拼搏、进取的誓言。

军事上的协同作战是取得胜利的保证，企业员工们的携手前
行、心相通、业务精是企业发展、壮大的法宝。枣庄华宁保险代理
有限公司的员工们配合默契不仅仅是军训休息中的“游戏”，而是
培养、考验心灵的相通……员工们在画面上的自信预示着枣庄华保
险代理有限公司的发展、壮大是——水到渠成。

伸出指头长，握起拳头硬。抱团闯市场，齐心铸辉煌。历时15天的业务大培训，让枣庄华宁保险代理有限公司员工们的全面素质得到
飞跃般的提升。军训中的苦和累仅仅是短时间肉体上的感受，但素质的大提升能让人转变成“勇者”、转变成“智者”、转变成“领导者”。
心境的开阔让员工心怀更大的世界，大脑的洗涤和充电让员工们明白了“我为华宁就是华宁为我”的深刻道理，惟有公司全体员工齐心协
力，心向一处想、劲向一处用、力向一处发，枣庄华宁保险代理有限公司今后的发展历程，就会如同参天大树的年轮一样——圈圈厚实、延
续，如同水中的波涛涟漪一样——圆满扩展……

业务培训为员工插上腾飞的翅膀，高层论坛为员工注入新的创
业理念，高管讲解认真，员工认真记录。

枣庄华宁保险代理有限公司补齐短板创辉煌——掠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