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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就像一条河，无时无刻不在流淌，而我
们的新中国也走过了七十二年的艰苦历程。

在这七十二年里，我们处身于祖国的繁荣
昌盛的年代，享受着丰衣足食。但我们应该知
道，能有如此和平的生活是来之不易的。

吾辈不会忘记南京大屠杀被杀害的30多万
无辜百姓；吾辈不会忘记731部队对我们中国人实
施的人体实验，也不会忘记死于他们实验中的1万
多中国人；吾辈也不会忘记为了抗日战争而牺牲
的战士们，他们用自己的身躯护卫国家，换来了抗
日战争的胜利，而日本也在1945年8月15日正式
向我们中国投降。又在4年之久的内战中迎来了
新中国的成立。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正式成立，并将那一天命名为国庆节。

今日的国泰民安，是战士们拿自己的生命
换来的，我们又怎能不爱国，又怎能替那些先烈
们原谅侵略者所犯下的滔天大罪？我们不能替
他们原谅，也没有资格替他们原谅。

历史记录了他们的所作所为，中国人的傲
骨不允许我们忘记，而当下来之不易的平安喜
乐也不允许我忘记，吾辈会将这些事永远铭记
在心！永不原谅侵略我中华者！

我的祖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它像雄鸡一样
矗立在世界的东方。我爱祖国的大好河山；我爱
祖国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人文积淀；我爱祖国
人民的智慧、精神、团结；我爱我的祖国，我是中
国人，是龙的传人，是中华民族的新一代。我爱
我的祖国，我为我自己是中国人感到无比自豪！

国庆节，爸爸带我去电影院看了电影《长津
湖》。看完之后我大受震撼，我从来没有想过抗
美援朝的战士们竟如此艰苦。

影片讲述的是七连连长伍千里还有他的弟
弟伍万里带领七连一起，将比他强大好几倍的
美军打到撤退的故事。

当看到坦克碾过解放军的身体、在雪峰上
冻死的战士，还有数不胜数的战士被美军飞机
投掷炸弹身亡的场面，我泪流满面。

梅生的女儿问他：“你们为什么要去打这场
仗？”他说：“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我们的下一
代要打。希望我们的下一代能生长在一个没有
硝烟的年代。”

是的，作为“00后”，我们处在一个国泰民
安的时代，我们永远无法体会战争年代的硝烟
弥漫，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铭记这些历史，热爱祖
国，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影片最后，当美军落荒而逃，经过志愿军镇
守的必经之路时，发现有埋伏的志愿军。当敌
人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个个保持着射击姿势的
遗体，才知道他们在雪地里埋伏的一夜，全连仅
剩60多人全部被冻死了，后来这个连被称为冰
雕连。看到这里，我不禁潸然泪下，悲痛不已。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这群身披战衣的战士
替我们负重前行。永记长津湖的冰雪，永记冰
雪里那最可爱的人们和他们的不朽军魂。

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
凡人。长津湖中的每一个角色，都是凡人，但每一
个人，都拥有一颗伟大的心。当危险降临的那一
刻，他有勇气站出去，凡人就变成了英雄。即使知
道一次诀别或成永别，今后再也回不去从前的家，
却义无反顾穿上军装，扛起枪，踏上了战场。

今天，金戈铁马的岁月虽然已经过去，但我
们有幸重温了这段历史，我们深知今天的美好
生活都是先辈们用鲜血换来的，作为新时代少
年的我们，唯有努力读书，肩负起我们这一代的
责任与希望！

秋天，是一个充满希望与喜悦的季节。然而，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却让原本美好的生活笼罩上
一层阴霾，空气中到处弥漫着紧张的气氛。在大
家谈“疫”色变，避之不及时，有一群“大白”却义无
反顾地奔赴抗疫第一线，为全市人民做核酸检测。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他们放下
自己的家庭和孩子，穿上“铠甲”，辗转在各个核
酸检测点，每天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地对人们
说：“张嘴，啊——”尽管已经口干舌燥，但望着
人头攒动的队伍，顾不上停下来喝一口水，“大
白”们又忙碌了起来。有时，遇到个别小朋友哭
闹不配合，他们还会蹲下来耐心地安抚，直到小
朋友配合完成核酸检测。

尽管已经入秋，可依旧烈日炎炎。“大白”们身
上穿的白色防护服，密不透风，仿佛一个贴身的蒸
笼，蒸得人汗如雨下。摘掉口罩，有的鼻梁已被磨
破皮，脸颊的勒痕清晰可见。脱下防护服，里面的
衣服仿佛从水中捞出，双手已被汗水浸得发白。
每个检测点人员众多，声音嘈杂，我们检测完就可
以离开，“大白”们却依然要全副武装，自始至终在
检测岗位上坚守着，他们是多么辛苦呀！

而今，疫情已得到控制，人们的生活也逐渐恢
复正常，我真想对“大白”们说：“可敬的‘大白’们，
没有你们的负重前行，哪有我们的春暖花开，谢谢
你们为我们的生命保驾护航。虽然我看不清你们
的样子，但你们是我心中最美的英雄！”

□小记者优秀习作选登

伟大的祖国
西溪中学 程梦雅 指导老师 郑素萍

致敬英雄
——《长津湖》观后感

西溪中学 洪艺洛 指导老师 洪锦交

向“大白”致敬
洪濑中心小学 戴梓恒 指导老师 黄小英

■黄小红 文/图

炎炎夏日，柳城小学29名小记者
们走进松林葡萄园，与夏天来了次亲
密的对话。

小记者们一下车，葡萄园的阿
姨就端上了晶莹剔透的葡萄让小记
者 们 品 尝 ，刚 摘 下 的 葡 萄 透 着 果
香 ，小 记 者 们 迫 不 及 待 地 尝 了 起
来，尝完一颗又拿起一颗，好吃到
根本停不下来。“同学们，你们对葡
萄了解多少？知道葡萄从育苗到开
始采摘需要多久吗？”活动开始，农
场负责人王叔叔为小记者介绍了葡
萄从育植到采摘的经过，小记者不
忘自己的本职工作，边吃边记。

随后，小记者跟随王叔叔脚步走
进葡萄园，了解葡萄的生长习性。最
后，大家动手采摘，一串串紫莹莹的葡
萄在手中轻轻托起，瞄准部位用力一
剪，大功告成。

本次活动，小记者不仅体验了采
摘的乐趣，也学习到很多课本之外的
知识。

不让“害虫”伤害
长福小学 林承宏
指导老师 黄秀梅

近年来，关于伤害未成年人的新闻
频频发生，为了保护祖国的花朵，国家一
直在严格实施《未成年人保护法》。

未成年人，就是指 18 岁以下的
人。未成年人好奇心强，但自控能力
差，缺乏辨别是非的能力，法律意识不
强，容易受到不法侵害。但是现在，我
们有《未成年人保护法》这个护盾，里
面明确规定：未成年人享有受教育权、
生存权、发展权和人格权。受教育，是
未成年人生命中的一部分，其中就包
含了“九年义务教育”，在这九年中不
得辍学，因为国家有义务将未成年人
培养至初中。

接下来就是家庭保护。家庭这个
词，是温馨的，是美好的。但是家暴、
弃婴等不良现象也时常发生，对于那
些失职的家长，法院可以发出警告，严

重的可依法撤销监护人资格，给未成
年人创造一个良好和睦的环境。

家庭下来是社会，社会是个很复
杂的环境，未成年人缺乏辨别社会是
非的能力，有的人则利用这种心理，对
未成年人实施诈骗、侵害等，所以《未
成年人保护法》还规定：未成年人合法
权益受到侵害的，可向有关部门投诉，
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有了《未成年人保护法》，我们这
些将来要支撑起祖国未来的“花朵”才
不会被“害虫”伤害，我们未成年人洁
白的内心中的黑点，才会被抹去。

做好自我保护
钟育小学 陈浩恩

指导老师 陈景祥 吴宝珊

今天，我们小记者参加《合力守
护，关爱成长》宣教活动，学习了如何
保护未成年人的知识，让我们来回顾
一下吧。

我们先来到科技创新大厦五楼，

一个个安静地找位置坐好。人全部到
齐了，致和社工的姐姐先自我介绍，又
介绍了今天的主题是如何保护未成年
人。姐姐告诉我们，未成年人好奇心
强、自制能力差、生活经验不足、缺乏
辨别是非的能力、法律意识薄弱，这才
容易受到不法侵害。

她还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欢欢
成绩优异，在她十二岁时，父母不和
离婚了，欢欢随着奶奶爷爷过日子。
可她在外却和社会上的一些混混玩
在一起，这些混混让欢欢逃学、打架、
抽烟、喝酒、刺青等，她全部照做，这
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家长长期不
在身边。

致和社工的姐姐还让我们看了一
个小视频，视频里讲了一些关于保护
未成年人的要点。比如，家庭保护是
未成年人保护的基础；政府保护是指
各级政府部门的保护；司法保护是指
公安机关、检察院、人民法院以及司法
行政部门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通过今天的活动，我明白了虽然有

《未成年人保护法》，但我们也要做好自
我保护，通过努力学习，筑牢法律意识。

寻求帮助 保护自己
杏光小学 王炜彬 指导老师 魏小钦

上周六，我们小记者团在老师的
带领下到南安市霞美镇高新技术创业
服务中心去学习《未成年人保护法》。

活动中，我学会了未成年人指的
是年龄未满十八周岁的人。现在，为
了保护未成年人，国家为我们提供了
社会保护、家庭保护、网络保护等多方
面的关爱，其中家庭保护是指父母不
能对孩子生而不养，养而不育，而社会
保护就是指社会上的人要从各方面关
爱保护未成年人。

当未成年人被欺负时，可以向家
长、老师或公安机关等寻求帮助。

通过此次老师的详细讲解，让我
学会了要如何保护自己。让我们从现
在开始，一起携手宣传如何关爱未成
年人的成长吧！

柳城小学

霞美片区

瓜果飘香 葡萄园里欢乐多

劳动的果实最香甜
小记者 陈子琳

今天我起了个大早，背上我的小
背包，早早来到校门口集合。因为我
们要走进葡萄园，体验采摘乐趣。

车到了，老师组织我们登上大巴。
在车上，我竟然看到了我的同学桐，我大
声喊她过来和我坐在一块儿，放暑假了
还能碰到好朋友，真是开心。汽车发动
了，一路上充满了大家的欢声笑语，看来
大家的心情都很兴奋呀！过了十几分
钟，我们到达了此行的目的地：南安市长
翠园葡萄专业合作社。

果园的主人姓王，我们都叫他王伯
伯。王伯伯热情地招呼着大家，才刚来
就摆出了两大盘葡萄让我们品尝。我
们一边吃一边听王伯伯给我们介绍葡
萄的品种，有一盘绿色的叫醉金香，另
一盘紫色的是巨峰葡萄。葡萄吃起来
酸酸甜甜的，带着一种特别的香气，太
好吃了。王伯伯说一棵葡萄苗长到能
结果的程度需要3年时间。

接下来是提问环节，同学们争先恐
后地开始问：“王伯伯，您的果园有多大
呀？”“王伯伯，你种这些葡萄几年了
呀？”王伯伯也耐心地回答了大家的问
题。我在旁边拿着小本子一一记录起
来，今天又学到了好多知识，太开心了。

等大家静下来后，王伯伯带着我们
走近了一间小屋。离小屋有段距离时，

我就闻到了酒的气味，里面竖着几个大
桶，大家都很好奇。王伯伯兴致盎然地
介绍了起来：“同学们，这个是葡萄酒。
在葡萄收成大好的时候，没办法一下子
吃完，就可以把葡萄酿成葡萄酒，既解
决了储存的问题，又能通过精加工来增
加合作社的收益。”然后她又给我们讲
解了葡萄酒的制作过程。

讲解完后，王伯伯带领大家继续出
发，接下来要前往葡萄种植园。来到种
植园，望着一眼望不到边的田地，我都惊
呆了，这么多管理起来该多累呀！王伯
伯给我们讲解了一些基本情况后，就每
人发了一个小篮子让我们体验摘葡萄，
还说让我们随便吃。我一手拉着桐，一
手提着篮子就往里走。望着枝条上挂着
的一串串葡萄，我都挑花了眼。很快我
们一人挑了一串大的，用剪刀剪下来，自
己动手摘的果实果然最香甜。

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该到了
道别的时候了。这次活动让我体会到
了农民生活的辛苦和收获的喜悦，也
让我收获了满肚子的葡萄和知识！

葡萄园之旅
小记者 黄粲然

7月，果园飘香。今天，我们小记
者团来到了美丽的葡萄园。

下了大巴，沿着石子小路往前走，
便来到了农庄，那儿有个和善的老奶
奶，看到我们一行人来，马上放下手中

的事，洗了一篮子葡萄请我们品尝。
我看见篮子中的葡萄又大又圆，颜色
也很好看，紫中带着几分红，剥开皮，
里面的果肉晶莹剔透，放入口中尝一
口，味道香甜，别提有多好吃了。

园主王伯伯到了，我们先听了他
带来的关于整个葡萄园的介绍，原来
这里有两种葡萄，一种是巨峰葡萄，皮
是紫色的，一种是醉金香葡萄，皮是绿
色的，两种葡萄各有各的味道。接下
来，我们又参观了酿酒房，一进入房间
我就闻到了一股葡萄美酒的香味，在
这里我们了解了葡萄酒的酿造过程。

终于，园主要带大家去采葡萄
了！为了防止蚊虫叮咬，去之前，我们
的手臂、小腿都被细心地涂抹了风油
精。一到园中，首先是一个个“蒙古
包”映入眼帘，葡萄在哪呢？我们随意
挑个“蒙古包”进入。噢！原来葡萄树
就藏在这一个个“蒙古包”里面啊。葡
萄树像卫兵，一排排整齐列队欢迎我
们，树上到处可见一个个纸包，葡萄宝
宝们正一串串安静地在纸包中酣睡。
这时，园主拿出几把剪刀和几个篮子，
大家见了，都蜂拥而上。可惜我和朋
友居然没抢到，只能跟在其他小朋友
旁边，眼巴巴地看别人摘葡萄……

采完葡萄，我们坐上了返程的大
巴，结束了这趟有趣的采摘之旅。今
天我品尝了鲜美的葡萄，还了解了有
关葡萄种植和葡萄酿酒的丰富知识，
真是一趟收获满满的旅程！这是我的劳动成果。

◀小记者合影。

▲这串葡萄熟了吗？

关爱成长 自我保护不能少
■陈丽红 文/图

“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里花朵
真鲜艳。”这首歌想必大家都听过，那歌
词里唱的“花朵”是谁呢？没错，未成年
人就是祖国的花朵。从“花朵”这个词
不难看出，未成年人一直得到社会各界
的关心、呵护。前不久，霞美片区的小

记者们就齐聚霞美党群服务中心，参加
《合力守护，关爱成长》宣教活动。

活动中，南安市致和社工事务所的
工作人员用一些发生在我们身边鲜活、
真实的典型事例，通俗易懂、深入浅出
地讲解了《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家庭保
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司法保
护”“政府保护”和“网络保护”这六大保

护的相关内容。工作人员还对未成年
人犯罪动机以及如何预防未成年人犯
罪，如何加强对犯罪的自我防范进行了
讲解，引导小记者们增强法治观念和法
律意识，依法保护自己。

此次活动，进一步增进了小记者们
对《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了解，也加强了
小记者们自我保护意识和守法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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