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这个撩人的秋季，仿佛昨天还是盛夏，今天却已是枫红满地。

枫叶，细细观察，它是金黄色的，也许是秋姐姐对春姑娘还有些眷意，

上面还少许的点缀着一圈嫩嫩的绿色，像是为金叶镶上一道翠玉。也许是

这种浓浓的情谊，感动了大自然，这位灵巧的画家用调色盘将两种颜色融

合在一起，画出了春秋的印记，绘出了别致而可爱的杰作。

枫叶飘零，在空中舒展自己美丽的身躯，伴着秋风的交响乐，飘到四

面八方。远看，树枝上像着了一团热情的火，唯一能降伏它的是那凉爽的

风。风吹吹，叶子就落了下来，静静地躺在松软的泥土上，或聚成一团，唱

着歌，跳着舞。

阳光透过树林，照射在枫叶身上，它似火、似霞，又像人们的

手掌，有大有小，正如同事之间、邻里之间团结友爱的精神，阳光

红叶混合在一起，组成淡紫的旋律，有的则大胆地展示自我风采，

有的则羞答答低下了头，脸泛得更红了。

把枫叶转一转，听！秋风的声音，秋风带着霸气吹着枫叶林，枫叶飘落

下来。听！秋风的声音，它好像在告诉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困难，那时只有

靠不屈不挠的毅力和坚定的信念，战胜困难，超越自我，成功才会属于我

们，生命才会更精彩。

把鼻子贴近树叶，用心灵去领会其中所含的香气，那种不屈不挠，与秋风抗衡的精

神和顽强的生命力结合在了一起，形成了千古芬芳，在叶子里不断酝酿，不断升华。

枫叶，多么神圣的名字，注定了它不平凡的青春。绿的衣，焕发活力，将热情散发为

动力，而那多色的身体，更加使绚丽的色彩弥漫金秋的每个角落。你的忠实，你的纯朴，

你的美丽，你的点点滴滴都使我倾倒。

看着这幅美丽的“画”，我联想到了汝州近几年的变化，在“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

样”的号角中，汝州的建设更是迈出了前进的步伐，把古代文化与现代文明结合起来，

将人文创意与自然景观结合起来，处处焕发出勃勃生机，希望汝州会像枫叶那样越来

越美。

我忽然想起了唐朝诗人杜牧写的一首小诗，“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我爱秋天，我更爱美丽的那片枫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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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理想信念闪耀荧屏，让伟大精神凝

聚力量，让拼搏奋斗永驻征程。近段时间

来，包括《长津湖》在内的红色主旋律影视

作品从“破圈”到“圈粉”，所向披靡，一路

高歌，奏响爱国主旋律。

红色主旋律，为什么这么“红”？因为

它是用英雄的血液来浇灌。

电影《长津湖》再现了71年前中国人

民志愿军第9兵团慷慨赴朝，与武装到牙

齿的敌方王牌之师血战到底的英雄史诗。

在零下40摄氏度的极寒天气，中国人民志

愿军凭借超乎寻常的战术设计与过人的

意志，逐步扭转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局势，

打出了军威国威，也挫败了敌人的嚣张气

焰。

感人至深的战友情，豪迈昂扬的战斗

场，奋勇杀敌、保家卫国、冲锋陷阵、无我

无惧，以气多钢少力克气少钢多，以“沉浸

式”的战斗场景刻画了抗美援朝志愿军坚

忍不拔、临危不乱、勇敢崇高、视死如归的

伟岸情怀，心中怀着远大信念、灵魂住着

伟大祖国，那种刚毅坚挺、顽强不屈、百折

不挠的意志品质，点燃着岁月的火把、传

递着红色的血脉、映照了斗争的崇高。

这样一部让人热血沸腾、热泪盈眶

的主旋律电影，再现了中华民族不屈的

战斗姿态。长津湖之战，零下40摄氏度的

极寒中，1081高地上的志愿军官兵坚守

阵地，全连以俯卧战壕的战斗姿势牺牲，

成为一尊尊巍然屹立的冰雕。长津湖之

战，是精神与钢铁的较量，骨气、硬气、精

神气，不屈的精神终胜钢铁武装的强敌，

中国人打出了在全世界的气场，让世界

不再小觑。

优质的红色影视作品，是将书本上一

段段静默的文字转化为生动立体的画面，

将一个个隐藏在历史深处的英雄人物通

过屏幕呈现在我们眼前，这既是观众与英

雄进行心灵对话和情感沟通，也能激荡起

强烈的爱党爱国热情，为党史学习教育开

辟了一块独特的阵地。红色影视作品能成

为“爆款”，能让长眠的英雄“活”起来，

“火”起来，能让我们坚定理想信念、矢志

拼搏奋斗，一起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这

才是其根本所在。

《长津湖》里，这些“最可爱的人”为我

们再现一个“可爱的中国”。

事实证明，在红色影视作品创作中，

完美的人物形象已经不足以“破圈”，枯燥

乏味的说教也无法“圈粉”，只有以历史事

实为创作基础，用真情实感与群众产生情

感共振，才能让主旋律电影既“叫好”又

“叫座”，才能让人民群众在观影中不断增

强历史定力，让人民群众厚植爱党、爱国、

爱社会主义的情感，永远闪耀着爱国主义

的精神光芒。

这是中国人自豪感、荣誉感、归属感

的一种折射和注解，更是身为一名中国人

的底气骨气和志气所在。所以，我们不能

忘记有多少革命先烈、英雄志士为了今日

之和平、时代之盛世，经历了多少《长津

湖》那样的苦难和艰辛，才有今天来之不

易、用之不竭的和平与安宁。

爱国，是一个人最深沉、最持久的情

感，更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立德之基、立

功之源。

《长津湖》所焕发的精神伟力和底蕴

价值，正是那些雄赳赳、气昂昂的战士心

怀伟大使命、不负伟大人民、捍卫伟大祖

国，他们刚毅的脸庞、笔挺的身躯、无惧的

胆魄、乐观的品性，面对敌人不对等、显优

势的攻击，仍旧奋战在前、挺立昂扬、乐观

豁达、顽强拼搏。

如今，我们生活在和平的国度，并不

是从天上掉下的馅饼，也不是理所应当地

存在，而是先烈先辈用生命和鲜血换回来

的。这是，我们之所以爱国的精神逻辑和

历史逻辑。因为，百年来的辉煌壮美，经历

了“雄关漫道真如铁”的艰苦卓绝付出，才

有今日“人间正道是沧桑”的美好与幸福。

这部电影契合了时代脉搏，是爱国主

义的“活教材”；这部电影，充分展示了中

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性格；这部电影，

充分展现了我们的爱国热忱。在《长津湖》

中，我们感受到了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

神，感受到了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

神，感受到了不畏艰难困苦的革命乐观主

义精神。

这部电影，让爱国主义精神跨越时空

维度、焕发强大光辉，点燃每个人心中对

英雄英烈的崇敬之情，催发每个人灵魂深

处对伟大祖国的讴歌赞美。伟大时代才有

伟大作品，行进在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新征

程上，爱国主义是我们标定梦想航向的指

明灯、阔步强国征程的新路标。电影《长津

湖》的火爆，因为它是一部生动的爱国主

义教科书，更是同时代遥相辉映的红色作

品，唤醒了人们心里最深沉的爱国主义情

怀，这就是《长津湖》的魅力所在。

我们仰望他们看过的星空，脚下大地

已换了时空。战火的硝烟已经远离我们，

但我们拼搏奋斗的精神依然“在线”。让我

们用行动告慰先烈：祖国不会忘记，我们

没有忘记，今天的美好生活，就是对他们

最好的缅怀。

只要我们铭记，他们永远活着。

时和岁丰，山河无恙。致敬，那些最可

爱的人。

在我们期待的目光中，十一小长假如约而至。今年是新

中国七十二岁华诞，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今年是

意义非凡、与众不同的一年。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富民

强，一定会越来越好！深情地祝福你呀，我伟大的祖国！

我们的祖国山清水秀，风光秀丽。我的家乡汝州是旅

游胜地，到处是世外桃源，让游客流连忘返。这几天的天气

风和日丽，秋高气爽，云淡风轻，花香怡人，非常适合出游。

小家伙早几天就吵着要出去玩，我们当然不会辜负这

良辰美景。于是我们制定了一个出游计划:第一天，去沙滩

公园；第二天，去九峰山；第三天，去风穴寺，还有月季园里

的网红打卡地……我们的汝州美景数不胜数，真怕时间不

够用呢！

十月一号，我们驱车来到沙滩公园。远远的，在汝河大

桥上看到的美景都美不胜收。你看那瓦蓝蓝的天空上面飘

着几朵白悠悠的云朵，蓝白相见，格外温柔。我张开双臂，

想要把这美景揽进怀里，深深地呼吸着甜美纯净的气息。

此刻，我觉得自己离天空不再遥不可及，好像我伸着手就

能触到云儿轻飘飘温润润的小身体。

小家伙也学着我伸开双臂，陶醉在这蓝天白云的图画

里。

走进沙滩公园，一片欢腾。游客很多，熙熙攘攘。大水

壶正悬空倒水。源源不断的水汩汩地从壶嘴奔泻而下，激

起朵朵又白又亮的浪花。好多人，有大人，有小孩，都卷起

裤腿在里面戏水。还有的干脆穿上泳衣在水里面尽情地游

泳。

如茵的草地上欢呼声此起彼伏。我们循着声音望去，

看到一个多彩的热气球正冉冉升起。热气球下面的正方形

竹筐里站了三四个工作人员。他们有的在用机器给热气球

打气。有的在用喷头点火。不时有红红的稍带点蓝色的火

苗燃起。我有点担心，真怕火苗把绳子烧断，我可是不敢坐

这热气球。虽然在上面很浪漫，但确实需要超人的胆量。周

围有很多人拿着手机拍视频。因为这个热气球的玩法在汝

州还是首例，新奇而又浪漫。

热气球旁边樱花树秋千上，正有几个小孩子坐在上面

玩得不亦乐乎。远处蓝蓝的天空和棉花糖般的云朵给这幅

画上了浓重的底色，多彩的热气球，粉嘟嘟的樱花树，可爱

的孩子就是这幅画的主要组成部分。我不禁拿起手机，拍

下这美好温馨的画面。

小家伙看到国旗在空中高高飘扬，旁边还有摊位插满

了小红旗，想要买一面小红旗。我也正有此意，给他买了小

红旗，告诉他今天是祖国母亲的生日。他急忙说:“老师早

就告诉我了！我们的祖国是中国。我们的祖国风景可美了！

你看这里多美啊！”

我点点头，拍拍他的小脑袋，鼓励他:“真好！我们都是

中国人，要热爱我们美丽的祖国！”

然后我们又来到河水旁边的栈道上。蓝天，远处高大

的建筑，还有天空中一队队的大雁飞过去的小黑点……我

拿着红旗让小家伙给我拍照。他的拍照水平真的很可以，

每张的构图都恰到好处。这一组照片是我对祖国母亲的献

礼，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快看，妈妈，那边！”孩子拽着我的衣服，用手朝空中

指着。我一看，哦！真的是一幅唯美而又惊险的画面。在碧

波荡漾的水面上，大约有十多米的高空，有一对情侣在翩

翩起舞。女孩穿着红色的汉服，梳着古人的发型，襟飘带

舞，衣袂飘飘。男孩则衣着黑色的汉服，腰间着一袭红色腰

带，英俊潇洒，风流倜傥。他们手拉手在高空表演出优美的

舞蹈，耳边还响起《神话》这首歌优美动听的旋律，真的如

梦似幻，让我感觉是否遇到了金童玉女。原来这是威亚游

戏展示，只要你足够有胆量，就也可以上去秀一番。

真美啊！汝州的沙滩公园越来越美！我们的祖国一定

会越来越好！

国庆节不仅带来了秋雨还带来了降温，本来温暖的

天气一下子转凉，进而转冷。天气冷了，外出的人也一下

子少了很多，小长假的国庆节的前几天也成了一年里最

后高温热闹。记得3号去汝水湾悠闲，半截袖大裤头，依旧

夏日装束。散步时遇到一个老者，老者大声说：今天最后

一天气温到30℃，尽情享受吧，以后不会有了！

真叫老者说对了，4号阴云微雨，没有秋风也有一股

莫名其妙的寒意。国庆是一年里最后的假期，国庆节日一

过很快就是重阳节了，重阳节也成了一年最后的热闹。

所谓的重阳，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从来并不是什

么节日，而是一个趋吉避凶由头而来的日子，之所以成为

节，是古代人们对数字“九”的敬仰。在数字中，九为最大

的阳数，农历的九月初九，两个九字重合，因此称重九，也

叫重阳。

重阳节在古代很隆重，要登高祈福，要饮菊花酒辟

邪，还要吃年糕、插茱萸等等。到了现代，人们反而把重阳

节当个好日子来庆祝，想尽千方百计“快乐”，所以重阳成

了一个“节”。

在中国这片大地上，农耕文明一直是主导文化，所以

传统的节日文化向来厚重。传统节日里，人们出于对大自

然的敬畏要占卜、祈福、纪念、感恩，基于这些占卜、祈福、

纪念、感恩，就形成了形形色色的节日或者节气。

其实在古老的中华传统文化里，人们并不喜欢九，而

是喜欢三，因为三生万物，三六九，往上走，三是起点。而九

是数之极，况且九是个盛极转衰的字头儿，水满则溢，月满则亏。人们常说七月

流火，九月授衣，九月初九也确实有处处是盛极转衰的意味在里面。看天气重九

来艳阳不再，鸟儿南飞；看温度温暖一点一点离开大地，作物不再生长。

针对重九前后的种种变化，在这片土地上生存数千年的炎黄子孙，摸索

出了一套规律，越是凶险越要唱着过，好好庆祝一番，来个以毒攻毒，负负得

正。于是人们唱歌喝酒，登高赏花，作诗填词，游玩休闲。

在医学上，菊花酒、茱萸都是凉性的，蕴藏着浓浓的凉意，所以登高望远

后饮用以对秋凉。秋天的菊花喜静喜荫，所以代表清寒。菊花是一年最后的

花，最后一次花的轰轰烈烈。也许有人不明白，认为梅花才是最后的花，其实

梅花是迎春花，是春风的精灵。

重阳过后是清秋，也是深秋，意味着秋将去，冬将来。俗话说春耕、夏耘、

秋收、冬藏，深秋之后，万物休息，人也清闲，没有了田间的辛苦。

重阳到了，特别是今天，吸入肺里的空气也一下子凉下来了，夜里睡觉也

觉得夜漫长了起来。

重阳来了，登高热闹以后，让大地也歇歇，大地太累了。

为什么说假如我养了一只猫呢？因为我妈妈不让我养猫，为什

么不让我养猫呢？因为以前养了一只狗，把妈妈咬伤了，于是妈妈就

特别讨厌宠物，自然养一只猫就变成了我的空想，即使知道这是空

想，可我还是难以放下这个执念。

假如我养了一只猫，我一定会把它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会给

它精心做一间房子：找来一个大大的纸箱，在纸箱外边的空地上铺

上雪白的棉花，点缀上用彩纸做的五彩星星和弯弯的月亮。

为了让小猫舒舒服服地在房子里玩，我只好牺牲掉我的抱枕，

把我的玩偶也放进它的房间。

不过总感觉这样的房子四四方方的不太好看，我还要找来几块

木板铺在它的上面，画上彩色的琉璃瓦，那它的房间不就像皇宫一

样漂亮了？为了让小房子更加漂亮，我还找来鲜艳的色素，把房子染

成粉色的，我最喜欢粉色了，或许我的猫也会喜欢吧？

总感觉缺少点什么？缺少什么呢？突然我想到了猫还没有睡觉

的地方，对了，我一定会在网上选购一张猫床，铺上柔软舒服的棉

垫，它在睡觉的时候就又温暖又舒服了。趴在这样的床上睡觉，我的

猫就会变成世界上最幸福的猫了！

猫去厕所的地方还没有呢！我要在网上买一个猫砂盆。猫玩的

东西也需要呀！对了，就买个猫爬架，这样它吃饱饭了，还能在上面

锻炼锻炼身体，我可不想让我的猫变成一个球。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猫还要吃东西，那么可爱的猫怎么能让它

吃剩饭呢？我要买许多鱼罐头和美味的猫粮。冬天猫冷了怎么办？还

需要买一些衣服呢！我还会在网上买一些猫的衣服，必须要非常好

看并且穿着舒服的才行……

但是想这些有什么用呢？我和猫是无缘了。

我本想忘掉养宠物的想法，可是每天都能看到一些养猫人士在

街上溜达，看到他们那幸福的笑脸，我的心里就

涌起了羡慕和嫉妒。这还不完，在手机上也总能

看那一只只活泼可爱的小猫的视频和图片，我

真想冲进手机屏幕摸一摸它！可这是绝对不可

能的事情。

唉———我好伤心呀！

九月九看大红寨红叶寄怀
●赵晓军

今登古寨赏秋容，一捧甘泉醉意浓。

烽火无踪台影瘦，青山有墨半坡彤。

魏沟美
●孙建铭

静幽村舍藏深山，

环绕河流浪跃欢。

滴水崖旁石柱美，

黑龙潭岸野鸭观。

老屋代代能传续，

古树多多记变迁。

原始自然田地茂，

风光如画赛江南。

重阳节快乐
●崔兴运

秋山明净秋从容，登高远望迎秋风。

山峦叠翠景色好，朋友相邀踏歌行。

金菊飘香品老酒，喜庆九九重相逢。

夕阳晚霞无限好，光阴流逝悄无声。

容颜衰老自然律，人生哪会总年轻？

老年不失戎马志，余热生辉耀九重。

水调歌头·重阳
●孙利芳

秋韵漫天舞，凝露又重阳。望州亭上极目，群岭野菊黄。

唐塔白云绕顶，宝殿巍峨高耸，松柏溢禅香。祈愿寿福在，父

母永安康。

延龄客，寒霜蕊，晚节香。百花凋谢，唯汝绚丽吐芬芳。

四季轮回永远，日月星辰浩瀚，风骨亦激昂。老骥志千里，白

发著华章。

假如我养了一只猫
●上河小学六一班 吴依彤 辅导老师 杨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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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津湖》·长津湖
●李晓伟

汝 州 美
●李晓延

那 片 枫 叶
●郭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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