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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敬佩的老师
市中区鑫昌路小学五（3）班

小记者 李默涵 辅导老师 刘灿珍

刘老师是我们的语文老
师，她讲课既幽默又易懂。她
还是我们的班主任，虽然对我
们要求严格，但也对我们疼爱
有加。听了我的介绍，你是不
是觉得，刘老师是一位和蔼可
亲、无私奉献的老师呢？我告
诉你，那是必须的！
有一次，一位同学生病
了，上语文课时忍不住吐了，
吐在了桌子上、地上。全班同
学都捂住鼻子，躲得远远的。
这时，刘老师赶紧走上前去，
一边安慰生病的同学，一边让

“老师啊老师，您像我的
兄长；老师啊老师，您像老朋
友一样……”这首歌一直在我
的脑海里回响，让我想起了我
们的班主任，也是我最敬佩的
老师——刘老师。
刘老师五十多岁了，身体
微胖，扎着辫子；一对柳叶
眉，一双水灵灵、会说话的小
眼睛，戴着一副眼镜，让人一
看，就感觉是一位知识渊博的
老师；高高的鼻梁下，一张樱
桃小嘴红润红润的，让人见了
甚是羡慕。

《小记者心目中的师长
小记者心目中的师长》
》
一位男同学去操场铲沙子。刘
老师先把沙子倒在地上，用扫
把把沙子扫起来，然后用纸把
桌子擦干净，最后把垃圾倒进
垃圾桶。之后，带着生病的同
学去她办公室休息，给他的家
长打电话，一直照顾到家长来
接他。忙碌了好长时间，刘老
师一刻也没有休息，接着给我
们讲课。
这就是我们的班主任，也
是 我 最 敬 佩 的 老 师 —— 刘 老
师。我想对她说：“敬爱的老
师，您辛苦了，我们爱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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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语言播种智慧，
用语言播种智慧
，
用彩笔耕
耘知识 ，用汗水浇灌未来
耘知识，
用汗水浇灌未来，
，用心
血培育人才。
血培育人才
。值第 35 个教师节
来临之际，
来临之际
，
真诚的对天下所有老
师道声：
师道声
：老师
老师，
，谢谢您
谢谢您，
，您辛苦

枣庄日报小记者大多是老
师心目中的佼佼者，
师心目中的佼佼者，
而小记者心
目中的老师又是什么形象呢？
目中的老师又是什么形象呢
？
枣庄日报小记者团特开设《小记
者心目中的师长》
者心目中的师长
》栏目
栏目，
，让小记
者描绘心目中的老师，
者描绘心目中的老师
，
以抒发和
表达小记者对老师的感情。
表达小记者对老师的感情
。
小记者投稿格式要求：
小记者投稿格式要求
：
小记
者在投稿时，
者在投稿时
，word 文档或绘画
作品命名要统一格式，
作品命名要统一格式
，应以学
校+名字
名字+
+题目
题目，
，
否则不予刊发。
否则不予刊发
。
投稿邮箱：
投稿邮箱
：
zzrbxjz@126
zzrbxjz@
126.com
.com。
。
咨询电话：
咨询电话
：
0632—
0632
—3151689
3151689。
。

老师，您好
市中区建设路小学六（1）班
您拥有天使的笑容，
您拥有大海的胸怀，
您的一生，
桃李满天下，春晖遍四方。
啊，教师的职业是多么美好！

小记者 李家乐 辅导老师 韩涛

您像明亮的火烛，
燃烧自己，照亮我们。
您的爱，
如太阳般温暖，
您的爱，
似春风般和煦。
为了培育我们，
您毫无保留地付出一切。
啊，教师的职业是多么崇高！

在我们从幼稚走向成熟，
从愚昧走向文明的路上，
您像辛勤的园丁，
默默地浇灌着我们，

暑假结束了，新的学期开
始了。每次开学，老师都让我
们观看 《开学第一课》。今年
《开学第一课》 的内容，令我
印象深刻，难以忘怀。
这次 《开学第一课》，主
要是讲五个动人的“国旗故
事”，节目邀请 95 岁高龄的白
公馆脱险志士郭德贤、我国第
一代登山运动员贡布、海口舰
原 副 政 委 严 冬、“ 嫦 娥 四 号 ”
总设计师孙泽洲和澳门濠江中
学校长尤端阳，讲述他们与国
旗的动人故事。
被关押在重庆白公馆监狱
中的罗广斌和一些革命志士，
得知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他

海盗小艇在高速靠近，这些海
盗装备精良，一旦靠近渔船，
后果不堪设想。面对复杂的形
势，海军不断喊话：
“ 这里是中
国海军，请你立即远离！”为了
制衡海盗的游击战，中国海军
与海盗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保
护了商船的安全。严冬自豪地
说：
“我们在大海上举行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升旗仪式，当看见
五星红旗在距离祖国万里之外
的大洋上飘扬时，每个人都非
常激动。
”
听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我在心里暗下决心：以后一定
要好好学习，为祖国争光添
彩。

敲响交通安全警钟 把爱带回家
枣庄市立新小学四（8）班
今天，我参加了小记者团
组 织 的 “ 我 是 小 小 交 通 警 ”，
学到了很多。1、中国十大行
车不文明行为：乱用远光灯，
随意加塞，乱停乱放，变道不
打转向灯，闯红灯，开车打手
机，超速驾驶，无端鸣喇叭，
乱抛垃圾，乱超车；2、简单
的指挥手势，变身小交警；
3、 醉 酒 驾 驶 ， 体 验 晕 头 转
向；4、交通大棋盘，学会交

小记者 徐海盛 辅导老师 贾相忠

通规则。
这个活动，让我更加了解
了交通安全的重要性。如：在马
路上行走时，应靠右边行走；在
大卡车旁边，要小心它的“内轮
差”；在过马路时，应走人行横
道。我们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
安全教育对我们非常重要。
当老师提问：“为什么方
向盘是圆形的，不是三角形，
也不是正方形呢？”我的回答

二（5）班
小记者 李苏杭
辅导老师 贾环环

五星红旗，
五星红旗
，我为你自豪

小记者 王煜 辅导老师 邓英华

们怀着美好的畅想，拆下红色
被面，缝上黄纸星星，在狱中
秘密制作了一面五星红旗，他
们用这种方式来庆祝新中国的
成立。
中国登山队，即使在风雪
交加的环境中，也勇往直前，
终于在珠穆朗玛峰上，插上了
一面五星红旗。
“嫦娥”和“玉兔”胸前
的五星红旗，是迄今唯一在月
球背面“闪耀”的国旗。
在这些故事中，我最喜欢
的是中国海军保护渔船：2017
年 9 月 30 日，海口舰护送五艘
远洋渔船，行驶在亚丁湾上。
高度警觉的海军们发现，几艘

山亭区第四实验小学

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我们用真诚的祝福感谢您：
老师，您好！

《开学第一课》观后感
市中区实验小学六（5）班

感恩
老师

在我们茫然无措时，
在我们无助失落时，
您像炽热的太阳，
普照我们前行，
您像明亮的灯塔，
指引我们远航。

是：
“ 老师，我认为圆形代表的
是圆满，提醒司机师傅开车时，
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如果不
注意安全，就会发生交通事故，
家庭就不圆满了。”警官阿姨说
我的想法是对的，而且还选拔
我参加了最后的采访。
面对全国直播，我对答如
流，特别开心，一点也不紧张。
感谢小记者团所有的老师，是
你们让我锻炼了胆量和自我。

——《开学第一课》观后感
市中区文化路小学五
市中区文化路小学
五（4）班

小记者 李欣仪 辅导老师 任正梅

2019 年 9 月 1 日 晚 上 8 点
整，全家人一起准时收看 《开
学第一课》，本次以“五星红
旗，我为你自豪”为主题，打
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70 年历史
长卷，讲述了那些与五星红旗
紧紧相连的高光时刻与动人故
事。
新中国成立 70 年以来，我
们的国家、人民，凭借着创
造、奋斗、团结、梦想这四种
伟大的民族精神，让五星红旗
在世界各地招展飘扬，告诉全
世界：“中国梦”可以登得更
高，走得更远。
以前，我只知道，五星红
旗是用烈士的鲜血染红的，没
有革命先辈的流血牺牲，就没
有新中国的成立，也就没有我
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观看了
《开学第一课》 后，特别是在
《绣红旗》 和 《信仰浇筑的五星
红旗》 的节目中，当 95 岁
高龄的郭德贤奶
奶，讲述 1949
年在重庆白
公馆制作
五 星 红
旗，让
我 不
由
得

想起了 《红岩》 中的江姐，她
在渣滓洞受尽了折磨，面对毒
刑，她守口如瓶，视死如归；
面对敌人，她横眉冷对，不屈
不挠，为的是红旗。
正如郭德贤奶奶所说：
“想
起我们多少同志流血牺牲，就
是为了新中国的成立，为了红
旗能够永远飘扬……”而这样
的英雄有太多太多，孙中山、
周恩来、张学良、毛泽东……
每一个名字都让人肃然起敬，
刻骨铭心，我想说：“谢谢你
们，没有你们，就没有我们现
在的生活。
”
今天的我们，要像爱护生
命一样，爱护五星红旗，因
为，它神圣不可侵犯。《绣红
旗》 激励着我们接过先辈们的
旗帜，树立远大的理想，勤奋
学习。就像周恩来爷爷说的：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