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家知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吗？ 它

就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

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

每天早晨，我来到校园门口，没有了乱

穿行、乱停靠的车辆，感觉十分安全；老师

们手臂上都系着绿丝带， 面带微笑地迎接

我们，感觉特别温暖；同学们排着队，有序

地进入美丽的校园， 开始了快乐学习的一

天。晚上回到家里，父母带着我一起阅读学

校发放的资料，增强了解“创文明、树新

风” 活动的内容。 这就是培养我们平时养

成良好的文明习惯， 让文明礼仪之花开满

我们的校园。而我要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小

事做起，加强品德修养，和人相处则与人为

善，做一个文明学生。

每天到校后，放下书包，就开始半小时

的晨跑，绕着操场跑上一圈又一圈。通过晨

练， 让我们爱上锻炼， 因为有了健康的体

魄，将来才能保家卫国。

学校的活动， 使我懂得了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志，则国

志。 ” 我们是正处于花季的少年，是祖国未

来的希望， 所以我们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准则和信念，努力奋斗，实现自己的

价值，让祖国越来越富强！

少年强则中国强

季弋塬

北京实验二小贵阳分校四（1）班

小记者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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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的“创文” 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大人都行动起来了，把我们的城市

打扮得漂漂亮亮。 孩子们也没有闲着，除了好好学习书本知识外，他们也投入到

贵阳的创文活动中来。创文活动在孩子们眼中是什么样的？来看他们写的稿子就

知道了。

孩子们眼中的“创文”

文明城市，你好！

李孜语 市府路小学六（2）班

指导老师：肖琴

我的家在贵阳， 是一座美丽的

城市，环境优美，气候宜人。 繁华忙

碌的城市主干道上， 交警叔叔指挥

着来往的车辆有序地行驶； 十字路

口， 城市引导员拉起醒目的绿丝带

提醒人们遵守交通规则； 我们小学

生也积极地加入到监督、 劝诫市民

不良言行的文明宣传行列， 为接送

孩子的家长们或过往的市民宣讲文

明礼仪的重要性。

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你随处

都能看到“创建文明城市，构建和

谐美好家园” 、“讲文明话， 办文明

事，做文明人，建文明城” 、“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等标语或宣传画

报，它们像风向标，时时在指引、规

范着我们的言行举止是否文明、是

否得体。

文明是一个城市的标志， 像一

把尺子，时刻衡量着你我他。

当我们走在整洁干净的街道，

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时， 心情是多么

的舒畅；当我们过马路的时候，自觉

等待红绿灯安全前行， 举手投足间

中多了一份自律；在公共汽车上，无

论是否拥挤，爱心座位上坐着的，是

那些真正需要的人。街面上的烟头，

瓜子壳，饮料瓶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地面，路灯柱子，建筑物墙面的各类

广告早已没有了身影；在公共场合，

你不会看见有谁随意地吐痰、 乱扔

垃圾、大声喧哗，无所顾忌；马路上

交通秩序井然， 即使在通行的情况

下， 过往的车辆也主动地给行人让

行······

文明的力量让我们的城市环境

变得优美、舒适和温馨。美德让人们

自觉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 人与人

之间互相理解，尊重，谦让，大家互

相帮助，共同进步。

现在， 我们贵阳市正在争创全

国文明城市，作为城市的一份子，我

们有义务、 有责任为我们的城市尽

一份力，把文明与美德传承下去，让

文明礼仪成为人们谨言慎行的坚定

信念, 让文明的力量在我们每一个

人的言行举止间传递， 共同创造文

明和谐、诚信友善的生活环境，为实

现美好的中国梦而努力。

携手共创文明

阎奕辰 实验二小六（7）班

近来，贵阳正在创建文明城市。

学校不仅将足球操场重新修整，而

且花坛里多了许多姹紫嫣红的小

花，就像正在慢慢长大的我们。

不仅仅是学校， 小区里也是变

化多多。原本老旧不堪的旧小区，在

建筑工人们的塑造下， 墙重新刷白

了，花园里可谓花团锦簇！变成了一

个充满鸟语花香， 健身器材齐全的

“小公园” 。 每天清晨或傍晚，总会

有一些人在里面健身或散步， 整个

小区里充溢着欢声笑语，好不热闹！

街道上，少了乱停乱放的车辆，

少了随地吐痰的人， 少了大声嚷嚷

的人；多了共享单车，多了志愿者的

身影，多了贵阳人的文明。

此次创文让贵阳变得更加美

好，也提醒着我们，要将这份文明的

快乐继续传承下去。 让我们一起争

做文明小学生，文明贵阳人！

携手同行 共创文明城市

吴睿彤 市府路小学五（3）班 指导老师：朱莎

最近， 贵阳市正在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 作为这个大家庭中的

一员，有责任、有义务为创建文明

城市尽一份力， 做一个文明的市

民。

首先请大家遵守交通规则，

文明出行。 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

切勿横穿马路。俗话讲“文明出行

每一步，关爱生命每一天” ，生命

只有一次， 失去了就再也无法挽

回。“酒后驾车，拿命赌博！” 为了

自己的人生安全， 希望叔叔阿姨

们绝不能酒后驾驶！ “金玉有值，

生命无价，遵守交规，平安一生！”

我们在生活中， 有时候经常看见

在行驶的途中有很多驾驶员叔叔

和阿姨开车时打电话、玩手机，这

样非常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威胁

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

作为小学生， 我们也要讲文

明懂礼仪，不乱扔垃圾，确保城市

街道干净整洁；不说脏话、粗话、

不随意攀爬，不打架斗殴，管住我

们的脚，不践踏草坪，不故意损坏

公共财物，见到老师要问好，和同

学们团结友爱， 在校园也要做到

不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乘坐公

交车，要给老、弱、病、残、孕主动

让座，这是一种基本的礼仪，力争

做一名品学兼优的小学生。

同时，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

的言行举止要文明、着装要整洁、

佩戴红领巾， 在公共场所不大声

喧哗，做一名合格的少先队员。

从我做起，身体力行，让我自

己的行为去感染身边的每一个

人，我相信，在我们大家的共同努

力下， 一定会让我们的家园—贵

阳更加文明、和谐。

随风飘动的绿丝带

宋仁婧 省府路小学五（6）班 指导教师：侯娅秋

轻盈飘动的绿丝带， 它象征

着快乐和愉悦的心情， 也代表着

实现生命价值，创造美好生活。

我的家乡贵阳被授予全国文

明城市荣誉称号以来，“创文” 这

个词语众所周知。 在贵阳的大街

小巷， 我们都会看见那条条轻飘

飘的绿丝带，它是“创文” 的生

命，也给“创文” 增添了一道美丽

的风景线。 当你看到街上手戴绿

丝带的“创文” 志愿者们在烈日

下辛勤劳动时， 相信每个人都会

为他（她）们的奉献精神所折服，

一定会有很多人想加入到他们的

队伍当中。

走在街头， 我看见一位志愿

者扶着一位老奶奶在过马路，她

轻声地说：“奶奶，您慢走” ；另一

位志愿者对着横穿马路的叔叔

说：“先生，为了你的安全，请走斑

马线。 ”当我看到这一幕，我也多

想戴上那条绿丝带。

我们的学校处于闹市城区。

每天上学放学， 同学们当上了小

志愿者， 他们戴上绿丝带站在自

己的岗位上。

瞧，哪里有垃圾，小志愿者就

立即上前捡起； 哪里有人横穿马

路， 他们就会上前阻止。 有了他

们， 才会有我们熟悉的《美哉云

岩·美哉少年》。

在我们的学校里，“杨伯伯”

这个名字并不陌生，是他，每天一

个人清扫我们学校的垃圾； 为我

们学校的花草树木浇水剪枝，是

他送给我们美丽而又舒适的校

园；每当我们缺水时，他就会在五

层楼之间来回地跑。 叫他杨伯伯，

其实他是一位年近六旬的老爷

爷，但他硬朗的身体，还有一颗不

老的童心。 他经常陪我们玩耍，所

以从省府路小学里出来的同学

们，都会叫他杨伯伯。 我想说，他

就是我们学校里的一条绿丝带。

如果我会变， 我会变成一条

绿丝带，在风中飘动，可惜我不会

变。 但我愿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争

取能戴上一条绿丝带。

文明是什么？ 文明是一阵清风，爽朗

了人们的心情；文明以一场雨，滋润了干

涸的心灵；文明是一盏灯，照亮了前程的

光明。 如果把我们的城市看作一幅画卷，

那么每个人就是画中的一小点。 一个点也

许微不足道， 但画卷的好坏取决于这些

“微不足道” 的点。

对，每个点，也就是我们每个人，对于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意义， 应该就在于

此。 只要每个点都亮了，我们的城市才能

光芒万丈。

大家就跟随我的步伐，一起来看看那

些不亮的点，希望大家把它擦干净，让它

们也亮起来。

一天，妈妈带我去公园，到一个十字

路口时，红灯亮了，虽然汽车不是很多，但

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停下脚步。 这时，我

看见一位大妈，她的眼里似乎没有红绿灯

一样，直接就走过去了。 这时，一辆公交车

呼啸而来，和这位大妈擦肩而过。 好险，大

家都惊叫起来，那一刻，真是为她捏了一

把汗。 安全最重要，人人都要遵守交通规

则，斑马线不是起跑线，无需争分夺秒。

到了公园，我看见小卖部旁边有一个

小男孩买了一袋“三无” 产品辣条，吃完

后，随手就把食品袋丢在地上，然后头也

不回地走了，当时我没来得及制止，这名

小男孩就跑远了。 我不由长叹一声，向前

捡起食品袋扔进了垃圾箱。

就在这时， 旁边一位穿着时髦的年

轻哥哥，把喝完的可乐瓶随手一扔就走开

了，一位年迈的老人很吃力地把瓶子捡起

来。

这时我又想： 虽然年轻人外表很帅，

但内心并不美， 而老人看起来很邋遢，但

心灵却很美。 所以我觉得创建文明城市，

不但要环境美、外表美，更重要的是还要

心灵美、内在美。

其实文明无处不在， 只是大家不注

意，如果你留意一下，就会发现到处都有

许多文明标语。 做到文明并不难，但要坚

持做到处处文明就不容易了。 因此，我们

要从点滴小事做起，从我做起，为创建文

明城市作出积极的贡献，才能把我们贵阳

这座城市建设得更美丽！

贵阳市于 2011 年 12 月 20

日顺利通过了全国文明城市的

评选，被正式授予“全国文明城

市” 荣誉称号。 2015 年全国文

明城市复评中，继续蝉联“全国

文明城市”荣誉称号。

这个月， 我们即将迎来新

一轮的文明城市验收， 接受国

家级别的检查。 这是贵阳的大

事，是学校的大事，也是我们全

体同学的大事。

“全国文明城市” 是反映

我国城市整体文明水平的综合

性荣誉称号， 其实质就是通过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 大力

提升城市发展水平， 让我们的

家园更美好， 让我们的校园更

美好， 让广大群众和全体同学

的生活更幸福。

为了再次赢得 “全国文明

城市” 的称号，政府部门不断推

陈出新， 提出一系列宣传口号

和切实可行的活动。

最近， 城市的大街小巷都

有许多穿着绿色背心的文明引

导员，他们的率先垂范，文明劝

导成为了最靓丽的一道风景

线。 我们少先队员也踊跃加入

其中， 我深知一个学生的文明

言行，不仅彰显学校的风采，更

是体现城市的风貌。 所以，让我

们以主人翁姿态迅速行动起

来，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以

自己的文明行为带动周围的

人。 用我们的勤劳和汗水，爱心

和智慧，为打造文明林城，爽爽

的贵阳， 作出我们小学生应做

的一份贡献。 小手拉大手积极

投身创文活动中。 衷心希望贵

阳市继续成为文明城市。

大手拉小手 共创文明城

胡恩豪 省府路小学五（5）班

市府路小学的孩子当志愿者

省府路小学的孩子当志愿者

文明，从我做起

王雨涵 省府路小学五（6）班

芳草地国际学校贵阳分校把

“核心价值观”融入到“中国鼓”

本报记者 李雯文 提供

达德学校的孩子在书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图片除署名外，均为本报记者 孙维娜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