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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母校，我想对您说：在您的
怀抱里学习、生活了六年，眼看就要离
开您，心里有一万个舍不得。

母校，是您把我哺育长大，您教会
了我本领，让我知道怎么做人，将我从
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变成了一个有知
识、有抱负、有理想、懂礼貌的少年。
我对您的感激之情难以用言语诉说。

母校，我即将踏进新的学校，我真
不希望离开您，毕竟我在您的怀抱里
已经生活了六年，对您有着一份深厚
的感情。这里的一草一木，高大的教
学楼，宽敞明亮的教室，甚至教室里的
桌椅、板凳，都使我难舍难分。马上就
要放假了，想到这是我在母校中度过
的最后时光，心里倍感悲伤。这六年
来，老师无微不至的关爱，同学们如兄
弟姐妹般的情谊，如一幕幕电影浮现
在我眼前。在一二年级，我还是个不
懂事的小孩子，老师却像母亲一样悉
心呵护、耐心教导我，使我心中充满温
暖，消除了胆怯，快乐成长。到了三四
年级，我长大了一些，遇到困难同学们

都会前来帮助，使我感受到了生活在
集体里是多么幸福。如今，多年的耳
濡目染，使我懂得了用爱心回报大家，
回报生活。

母校，一想到离开您，我心里就那
么难过。这六年来，您伴我们走过风
风雨雨。当我们取得奖状和荣誉时，
您为我们庆贺；当我们犯了错时，您耐
心的教诲我们，如宽厚的长者……

看到身边的小伙伴健康快乐，每
一位老师和颜悦色，我心里总是乐滋
滋的。可一想到马上就要离开您了，
离开这个一起生活六年的班集体时，
就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了。

母校，我带走的是知识，是您的
爱，留下的是我们对您永远的怀念。
今天您送走了自己的孩子，明天又有
一批孩子将在您的怀抱里幸福成长！

再见了，亲爱的老师；再见了，亲
如兄弟姐妹的同学们；再见了，我亲爱
的母校。

双清区中河街小学 姚成珉妃
指导老师 张 冉

给母校的一封信

在这秋高气爽的天气
里，我们迎来了一年一度的
国庆节。街道两边的路灯上
都挂上了鲜艳的五星红旗，
人们的脸上也都洋溢着喜悦
的笑容。

国庆这一天，爸爸带我
去农村的水库钓鱼。远远地
停好了车，我和爸爸走路来
到了水库。走在干净整洁的
水泥路上，看着道路两边一
幢幢装饰得很漂亮的楼房，
我心想：这还是爸爸说过的
出门就是泥巴路，住的是土
砖房的农村吗？正想着，我们
已经来到了水库。

开始钓鱼啦，我摩拳擦
掌，准备大显身手。我和爸爸
拿出了钓竿，把鱼食套上，就
坐在岸边守株待“鱼”了。刚
开始我还信心满满，认为钓
鱼是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可随着时间的流逝，一条鱼
都没钓上来，转过头看看爸
爸的桶里，已经有好几条鱼

在扑腾了。这下我有点坐不
住了，虽然看上去还坐得端
端正正，可心早就飞到了那
迎风摇曳的小花小草，那扇
着翅膀飞来飞去的小蝴蝶小
蜜蜂身上去了。爸爸看着东
张西望的我，语重心长地对
我说：“科羽，钓鱼也好，做其
他事也好，都要有耐心，只有
耐下心来才能做好任何一件
事啊！”听了爸爸的话，我的
脸涨得通红，低下头小声地
说：“嗯，我知道了！”接下来，
我按照爸爸教的方法耐心地
钓起鱼来，果然，皇天不负有
心人，最终还真让我钓上了
一条大鱼，我开心极了！

国庆这一天，我看到了
农村的变化，还钓到了一条
大鱼，心里美滋滋的。我要感
谢伟大的祖国，让我们生活
在这个幸福的时代！

市资江小学四年级
朱科羽

伯己教育 选送

国庆记事

今年10月1日，是我们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纪念
日。这天一大早，我就迫不
及待地打开电视机，怀着激
动的心情和全家人一起等待
观看阅兵仪式的现场直播。

奏过国歌、升完国旗后，
习爷爷开始讲话了。我也跟
爸爸妈妈一样，认真地听着，
感到无比振奋。接着，习爷爷
检阅完部队后，阅兵表演开始
了。解放军叔叔阿姨们迈着
整齐的步伐、精神抖擞地走了
过来，琳琅满目运着各式导弹
的战车隆隆驰来，天空中是呼
啸而来的战斗机……这一切，
太令我震撼了。阅兵结束后，
紧接着亮相的就是全国各地
精彩纷呈、眼花缭乱的盛装彩
车了。当看到我们美轮美奂
的湖南彩车“潇湘今朝”出现
时，我不由自主地和爸爸妈妈
一起喝彩。

跟我一起观看直播的爷
爷则非常认真地对我说：“新
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伟大
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
是无数前辈前赴后继、艰苦
奋斗得来的。”

直到现在，我仍时不时
地回想起阅兵仪式，我的内
心还是久久不能平静。“我们
的祖国能有今天，是拼搏奋
斗干出来的。”爷爷说的话，
也在我的耳边时时响起。是
啊，没有奋斗，就没有我们今
天的一切。我想，作为一名
少先队员，我也要立志做一
个具有奋斗精神的少先队
员，就像习爷爷所教导我们
的那样，今天做祖国的好儿
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

市资江学校277班
马品萱

指导教师 徐 婷

国庆阅兵观感

尊敬的唐老师，您好！
老师，您教我们已经四年了，您在我心中是

那么善良、负责、聪明，我十分敬佩您！
上课时，您讲得绘声绘色，总喜欢让我们积

极思考，您提出的问题有的同学不会答，您总是
不停地鼓励。有的同学答错了，您总是会引导
他思考，而不会批评。这样同学们都对自己充
满了信心，越来越喜欢发言了。

课上，您帮同学们听写生词。没过关的同
学，中午和下课，您总会在办公室里帮没过关的
同学听写，直到全班都过关为止。早上、中午和
下午，您会帮我们打扫卫生，教室里每天都干干
净净的，是您为我们创造了舒适的环境。

有时候有的同学做错了事，您不会批评，而
是让做错事的同学改正错误，并保证以后不再
做错，然后就原谅他们。您用耐心和仁慈，教育
我们影响我们。

老师，您的爱像冬天里那火红的太阳，照耀
着我们，使我们感到温暖；您的爱像夏天中碧绿
的大树，让我们在树下乘凉休息。老师，您为我
们遮风挡雨，为我们呕心沥血，为我们日夜操
劳，您辛苦了！

祝唐老师万事如意，心想事成。
双清区中河街小学 王欣怡
指导老师 唐小梅

给唐老师的一封信

亲爱的爸爸，你好！已经两个礼拜没
有看到你了，恨不得立刻插上翅膀飞
到你的身边。

爸爸，你知道吗？上一次我来
看你，你似乎还是老样子，还是那么
慈祥，还在为工作而忙碌。当你看
到我来了，甭提有多高兴了，手都不
知道往哪里放，激动得都说不出话
来。我看到你的表情，觉得眼睛湿
湿的，心里暖融融的。我坐在沙发
上，觉得你这里总是那么温暖，就像
冬天的一个大火炉。当我看到你给
客人做按摩累得满头大汗腰酸背疼
时，我心里很难过，想到你拼死拼活
地挣钱，就为了我们姐弟俩生活过

得无忧，希望我们学习成绩优异，将
来有出息。

时间飞逝，转眼间到了下午，这是
儿子最高兴的时候，因为这时候店里
没客人，我终于能够陪你说说心里话，
让你开心一下。可我知道，这种幸福
太短暂了，因为我们又将面临分别了，
我真希望能让时间永远停住。爸爸，
如果此时此刻你能听到儿子的这种真
切呼唤，希望你也为了我们注意自己
的身体，不要那么拼命。我和姐姐将
来一定挣很多钱来给你养老，儿子每
时每刻都在牵挂着你。

双清区华竹学校 戴家涛
指导老师 妮 肖 强

给爸爸的一封信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女儿米
穂。

嗨！还记得八年前的那个下午吗？我出生
了，几个小时的等待，虽然那仅仅是几个小时而
已，对你们来说却是几个世纪的煎熬。妈妈，你
在产房中忍着剧痛，声嘶力竭地喊着，但却不曾
放弃；爸爸，你在产房外焦急等待，直到医生抱
着一个胖乎乎的小宝宝出来，你的心才落下来。

你们养育我，我渐渐长大。每当我睁着水
灵灵的大眼睛，问着问那的时候，你们从不烦，
而是放下手头的工作，细心而又有耐心地讲解
这些问题。

我渐渐长大了，家里多出了一个小生命，弟
弟。我虽然没有以前待在你们身边多了，但我
能用心感受到，你们爱我。时常在耳边回荡起
的《游子吟》，更是增添了我对你们的爱。借此
信，表达我对你们的爱！

爱你们哦！
双清区中河街小学 米 穗
指导老师 曾科进

给爸爸妈妈的一封信

亲爱的妈妈，您好！
女儿第一次给您写信，想对您说

一声：您辛苦了！
您为家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带着

我们三姐妹，每天都忙个不停，我都看
在眼里，记在心里。

记得有一天，妹妹感冒发热了，您
在医院忙碌了一天。回到家您连腰都
撑不起来了，还要给我们煮饭吃，一只
手扶着腰，一只手洗菜煮饭。您饭都

顾不上吃，就辅导我们做作业。这时
我又想起妈妈头上的白发，心里有种
说不出的滋味，仿佛在这一瞬间，我长
大了许多。当时就想：我以后一定要
听您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让您
少操点心。长大以后，我要用实际行
动来回报您，好好孝顺您。

最后，祝妈妈永远健康快乐。
双清区中河街小学 石雨荨
指导老师 姜容 邓文华

给妈妈的一封信

亲爱的奶奶，您好！
因为爸爸妈妈在贵阳工作，他们把我交给

您抚养……
每天早晨，您像闹钟一样准时把我叫醒。

当我来到客厅时，早餐已经摆在了桌子上。吃
完早餐，您还给我一天在学校的生活费用。我
很感谢您的养育之恩。在我灰心丧气时，是您
鼓舞着我，让我继续前进。在我不知所措时，是
您给我指引正确的方向！

以前，我不会跳绳，被班上的同学笑话，我
一度十分伤心、生气、自卑。在我最难过、困难
的时候，是您挺身而出，每天教我学跳绳。慢慢
地，慢慢地，我终于会跳绳了。当我考试没考好
时，您细心教导我努力向前。当我考试考好时，
您鼓舞我继续奋勇向前！就是您的细心教导，
成就了现在的我！

您教会了我怎样做人，教会我要乐观积极
地面对这个世界。感谢您的教育，使我变得更
加美好。感谢您，亲爱的奶奶，祝您健康长寿！

双清区中河街小学 曾楚博
指导老师 海 霞

给奶奶的一封信

日前，大祥区西直街小学特邀家庭教育指导老
师贺睦涵，围绕“如何帮助孩子科学做好入学准备”
这一主题，通过游戏体验等方式，为该校一年级全
体家长上了一堂生动的家庭教育课。
邵阳日报记者 李超 通讯员 易慧茗 摄影报道

10月22日上午，双清区前进小学举行了一堂生动有趣的
“垃圾分类”课。本次活动让学生们明白了垃圾分类虽是小
事，却是最能体现城市文明的一件大事。只有大家一起努力，
才能创建绿色美丽邵阳！通讯员 王蓉 易明 摄影报道

10月17日下午，大祥区向阳小学举办了一场以“成功
的家庭教育，从培养孩子好习惯开始”为主题的教育讲座。
家庭教育指导老师贺睦涵以真实的案例引出主题，深入浅
出地为200余名家长介绍了培养孩子好习惯的重要性，以
及培养孩子好习惯的方法。图为认真听讲的家长。

通讯员 赵喜娥 颜学茂 摄影报道

10月19日和20日上午，在市区西苑公园，邵阳市第十五届房地产交
易展示会暨邵阳市第八届家装博览会现场，市小记协组织近200名小记
者分别开展了“画笔礼赞祖国”的现场绘画活动。活动中，小记者们手持
画笔，趴在小记协精心准备的地垫上，一起在长卷上作起画来：惟妙惟肖
的巨龙、蜿蜒曲折的长城、美轮美奂的天安门、波澜壮阔的阅兵式……小
记者们用自己的画笔，表达对祖国的热爱与祝福。

邵阳日报记者 李超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