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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愿汉字

推荐理由：“顺”字是指朝同一个方
向，事情顺利进行，合乎心意的意思。新
的一年，希望大家以后的日子里，能朝同
一个方向努力，使我们的国家更加安定
团结，每个人都能顺顺利利、万事如意、
温和安心、马到成功、友善美好！

莲都区囿山小学教育集团囿山校区
506班 蓝翊航

心愿汉字

推荐理由：美好的事物总能令人愉
快，所以“美”字会令人开心。新的一年，祝
愿我的妈妈和老师美丽动人。我会好好学
习，将来为祖国美好的明天出一份力。

莲都区城北小学102班 沈煜翔

心愿汉字

推荐理由：“乐”字代表着美好和希
望！2023年，希望自己继续保持乐观、开
朗，快乐地学习、生活、运动，做一名乐于
奉献、乐于担当的好学生、好孩子。大家
一起携手传播快乐的正能量，祝愿老师
们平安喜乐，祝愿同学们健康快乐！

莲都区天宁小学105班 叶烁晗

心愿汉字

推荐理由：新的一年，在学校上课我
要用心，复习功课时要专心，帮助同学时
要热心，做事时要耐心，对待朋友要真
心，对长辈要关心，对弟弟妹妹要爱心，
遇到困难的时候要团结一心，每一天都
要开心。

云和县实验小学506班 冯俙辰

心愿汉字

推荐理由：从小我们就喜欢吃甜
食，棒棒糖、甜甜圈、巧克力、冰激凌，
甜甜的感觉总会让人回味无穷。我们
身边的甜不仅仅只有食物的甜，还有
做完好事心中那种快乐的甜。希望新
的一年，大家的身边都能充满着甜甜
的味道！

莲都区莲都小学203班 洪子轩

心愿汉字

推荐理由：古诗《长歌行》中写道：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意思是年轻
力壮的时候不奋发图强，到了老年再悲伤
也没用了。努还可以是一个动词，唐代诗
人彦谦的《采桑女》中“春风吹蚕细如蚁，
桑芽才努青鸦嘴”，桑树用尽力气冒出新
芽。大自然都在为了自己的生命努力，
2023年，我也要努力学习不断进取。

庆元江滨小学507班 全皓轩

心愿汉字

推荐理由：我的妈妈是警察，大年初
一她还和很多警察叔叔一起在上班。妈
妈告诉我，上班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定，有
国才有家。家字太难了，我要学会写家，
我现在还只会写国，一个玉外面一个口，
我还不太懂国家是什么意思，但我记得
妈妈说的话：有国才有家，我希望 2023
年，我们的国家更美好，妈妈可以经常回
家陪我。
缙云县第二实验小学105班 蒋张辰昔

心愿汉字

推荐理由：人可以分为好人和坏人，
长大后，我想成为一名好人！医生可以
给生病的人看病，让人人脱离生病的痛
苦。我现在要好好学习，认认真真地上
课，仔仔细细地写作业，长大后，我也想
成为一名医生，成为一名能帮助别人的
好人！

青田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学士路校
区101班 黄杺月

心愿汉字

推荐理由:2023 年是兔年，福兔祝你
鸿福齐天，万事如意；祥兔祝你财气冲天，
好运无穷；吉兔祝你吉星高照，心想事成；
灵兔祝你天天开心，福寿安康；开心兔祝
你兔年如意，万事顺心！希望我和弟弟在
兔年努力实现梦想，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兔
年的挑战。勤能补拙是良训，我相信努力
拼搏，一定能达到理想的彼岸。

莲都区天宁小学406班 熊奕轩

心愿汉字

推荐理由：中国汉字里，我最喜欢的
就是“航”字。爸爸妈妈说在给我取名
时，一眼就看中了这个字，他们希望我的
未来一帆风顺，有所作为。爸爸还告诉
我：“凡心所向，素履以往。生如逆旅，一
苇以航。”在人生航行的征程中，要做把

握航向的水手，奋楫笃行。2023，我祝大
家，同舟共济扬帆起，乘风破浪万里航。

莲都区中山小学教育集团中山校区
201班 许子航

心愿汉字

推荐理由：新的一年，我想拥有三颗
心，一颗善心，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一颗责任心，在班里做好榜样；一颗上进
的心，在学习上积极向上，努力进取。同
时也希望大家都能拥有这三颗心！

上海世外教育附属丽水市实验学校
中山校区303班 李依诺

心愿汉字

推荐理由：乐在其中，我最喜欢的一
个汉字就是“乐”。一见到这个字我就感
到很快乐，心里会很舒服。2023年，我想
做一名快乐的小天使，感受“读书不觉已
春深”的学习之乐，品味“雪中送炭三九
暖”的助人之乐，感悟“赠人玫瑰手有余
香”的分享之乐。

缙云县七里小学201班 陶奕恺

心愿汉字

推荐理由：勤劳是我们中华的传统
美德，勤劳可以让我们丰衣足食。正所
谓一勤天下无难事，一懒世间万事休。
在新的一年，我希望自己变得越来越勤
快，在学校里勤奋学习；在家里勤做家
务；在个人卫生上要勤洗手洗脸；在生活
中要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青田县实验小学204班 徐泽宇

心愿汉字

推荐理由：以前我问爸爸妈妈为什
么给我取名“恺”，他们说因为我是个开
心果，给他们带来了快乐。这个寒假里，
我查了字典和各种书本，对“恺”字有了
重新认识，也知道了爸爸妈妈给我取名
用这个字的含义。每次我写恺字时，一
定要把左边竖心旁里的“丨”写得笔直，
这就像我的背，挺直腰杆，站如松。右边
的“山”和“己”，是告诉我要勇登山峰，也
要勇敢做自己。

遂昌育才小学203班 陈叶恺

心愿汉字

推荐理由:做人要懂得感恩，要感恩
父母的养育之恩，要感谢老师传授我们
知识，要感恩身边帮助过我们的所有
人。感恩的形式有很多，比如帮父母做
做家务、给父母捶捶背等等。滴水之恩，
当涌泉相报！2023 年，让我们怀着一颗
感恩的心去感受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青田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学士路校
区406班 叶子维

心愿汉字

推荐理由：都说学无止境，活到老学
到老。新的一年，我要好好学习，因为学
习能让我感到读书的快乐；学习友情，与
他人和谐相处，一同快乐地成长；学习劳
动，帮助家人打扫卫生，掌握更多的劳动
技能；学会感恩，更能理解爸爸妈妈的养
育之恩；学习运动，在校运动会上多多为
班级争光，2023 年，我希望自己学得更
多，能为大家做得更多。

莲都区大洋路小学教育集团大洋路
校区506班 朱苏红

心愿汉字

推荐理由：凛冬散尽，星河长明，青
春无悔，前“兔”似锦。新的一年，愿自己
和家人拥有健康的体魄和心灵，精力充
沛、处事乐观、态度积极、眼睛明亮、反应
敏锐。愿我美丽的家乡天更蓝，水更清，
妙趣横生的康养活动能吸引更多游客慕
名而来。愿人们可以摘下口罩，畅快地
走亲访友、走街逛市。

莲都区大洋路小学教育集团城西校
区206班 程琨淇

心愿汉字

推荐理由：“安”这个字寓意平平安
安，有吉祥的寓意。疫情之后，各行各业
都受到了冲击，人们的健康受到了威
胁。2023 年，我希望老年人都能安享晚
年，中青年的叔叔阿姨在新的一年里事
业安安稳稳，工作顺顺利利，也祝同学们
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地长大。

缙云县实验小学402班 胡烜轩

心愿汉字

推荐理由：音乐能改变人的心情和
状态，在你开心悲伤的每个瞬间，总有一

首歌能带给你共鸣。当你生气难过的时
候，聆听动感的音乐能让你变得开心喜
悦，当你悲伤压抑的时候，聆听舒缓的音
乐能让你变得安静坚毅。音乐有不同类
型，歌曲能给我们带来启迪，歌曲也能教
会大家变得平和、坚强。歌是万物之灵，
2023，愿大家生活学习，处处有歌声！

莲都区大洋路小学教育集团大洋路
校区401班 陈宣喆

心愿汉字

推荐理由：海来自每一滴“水”。是
一滴又一滴的水，汇聚成了一片汪洋大
海。我爱海，爱它那咸咸的味道；爱它那
汹涌澎湃的气势；爱它那无边无际的胸
怀……当我光着小脚，走在海边的沙滩
上，浪花轻轻地拍打着我的脚丫，这时，
海是柔软的，平淡的，与世无争的。当

“哗哗”的海水溅到我的脸上时，海又是
坚强的，不屈不挠的。面对大海，我的心
舒展了，开阔了，愿 2023 年，大家都能拥
有海一样的胸怀。

庆元县江滨小学401班 吴欣恬

心愿汉字

推荐理由：在新的一年，我用眼睛感
受祖国的大好山河；用鼻子感受百花的
芬芳，明白各花各有各花香；用耳朵感受
舒缓的音乐，让不快随之消散，每天快乐
相伴；用心去感受大自然的奥秘，去领悟
山的伟岸，海的宽广……
龙泉市安仁镇中心小学601班 季秋彤

心愿汉字

推荐理由：回顾 2022 年，面对崭新
的 2023 年，我用朱熹《论语集注·学而篇
第一》中“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改”字
勉励自己。我将从“改正自己的缺点、改
善自己的态度、改变自己的方式”三步曲
做起。不管是学习上还是生活中，如果
自己有缺点就及时改正，如果没有，就努
力加以自勉；我还要虚心听取别人的批
评意见，争做一位阳光少年！

莲都区大洋路小学教育集团大洋路
校区502班 郑铭宇

心愿汉字

推荐理由：宣公十二年，作为胜利者
的楚庄王在描述战争时讲道：“非尔所知
也，夫文，止戈为武。”在楚庄王看来，

“武”字是由“止”和“戈”两个字组成的，
真正的武功，是消灭暴乱终止战争，而不
是展示兵威的凶残，向后人炫耀。这种

“止戈为武”“协和万邦”的和平思想和东
方智慧，一直是中华民族处理对内对外
思想关系的渊源。

新的一年，我希望各个国家减少战
乱，让世界更加和平！让世界人民的生
活更加幸福美好！

莲都区刘英小学402班 柯语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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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是民族历史的载体，是民族智

慧的结晶。汉字之美，博大精深，它美在形体、美在风骨、美在

精髓、美在真性情。今天是我市中小学生新学期正式开学的

第一天，站在新的起点上，丽水少年们用“年度心愿汉字”展望

新的一年。
“乐”“家”“美”“诚”“安”“心”……每一个汉字都是同学

们深思熟虑后的心愿，传递着奋发向上、行稳致远的精神面

貌，祝福大家所愿皆所得，所行皆坦途，多喜乐，长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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