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长2021年3月26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郭 瑞 美编 魏 洁 校对 王 鸣
电话 025-86261721 邮箱 zbjtjy@163.com A3

家有书香沁心脾

新闻 2021年3月26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张玫莹 美编 于 寒 校对 王 鸣
电话 025-86261726 邮箱 zbxyxw@163.comA2

可
爱
的
﹃
燕
子
﹄
老
师

连
云
港
市
石
桥
中
心
小
学
四
（
2
）
班

李
美
函

指
导
老
师

张

波

本报讯 3月 15日，仪征市全国劳模事迹报告
会暨“劳模精神进校园”活动走进市第三中学。活动
中，全国劳动模范、扬州三新供电服务有限公司仪征
分公司运维采集班副班长周维忠，向同学们讲述了
他 30多年来扎根农村，帮扶孤寡老人和困难家庭，
帮助村民垫付 10余万元电费的感人故事。他勉励
同学们要珍惜大好时光，练就过硬本领，担负时代使
命，争做新时代的好少年。 （通讯员 于长青）

盱眙县维桥中心小学：

颂建党百年 学恩来精神
本报讯 3月18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周恩来总理诞辰123周年，盱眙县维桥中心小
学举行“庆建党100周年 学恩来精神”朗诵比赛活
动，全校 21个班级的参赛选手齐聚礼堂。比赛中，
选手们赞美祖国，颂扬恩来精神，讴歌新时代的幸福
生活，祝福党的百年华诞。在他们的朗诵声中，祖国
的沧桑巨变、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岁月犹如一
幅幅画卷呈现在观众面前。比赛结束，校长程
福红寄语同学们学习恩来精神，为振兴中华
而读书。 （通讯员 欧艳丽 王希明）

东海县石榴街道中心小学：

读伟人诗词 忆百年党史
本报讯 3月 18日，东海县石榴街道中心小学

开展“颂建党百年、做时代新人”主题诗词诵读活
动。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诵读毛泽东主席的诗
词，从《沁园春·长沙》《西江月·井冈山》，到《七律·长
征》，再到《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同学们
在诵读诗词的过程中重温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

和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翻身得解放的伟大壮
举。此外，同学们还通过讲红色故事、开展

知识竞赛、绘制手抄报等方式学党史、颂
党恩。 （通讯员 乔 明）

射阳县新坍小学：

讲英雄故事 传红色基因
本报讯 3月18日，射阳县新坍小学举行“传承

红色基因，讲好党史故事，做新时代好队员”主题讲
故事比赛决赛，46名小选手参加了本次决赛。《海娃
的故事》《放牛的孩子王二小》《视死如归的刘胡
兰》……赛场上，小选手们声情并茂的讲述赢得了现
场观众的热烈掌声，许多家长也通过视频直播，与同
学们一同观赛，接受红色洗礼。（通讯员 裴加龙）

仪征市第三中学：

劳模精神进校园

海边有什么？同学们肯定会说海鸥、
浪花、沙滩……而南京市金陵小学六（10）
班王梓诚在海边度假时，却发现了不和谐
的因素：随意丢弃的纸巾、破碎的酒瓶、生
锈的废铁……海滩上的垃圾真不少！假
期结束回家后，一想到环卫人员在海边的
沙滩上、礁石缝中捡拾垃圾的辛劳，玻璃、
废铁等尖锐的垃圾还有可能扎破他们的
脚，王梓诚就很揪心。怎样对海滩垃圾进
行回收呢？他想到了近年来倡导的垃圾
分类行动，“或许海滩垃圾也可以进行分
类回收”。

说干就干，王梓诚在假期里再次来到
海边进行实地考察，将海滩常见的垃圾分
为较轻的垃圾、铁质垃圾和其他垃圾 3

类。对垃圾的种类进行划分后，就可以针
对不同种类垃圾的性状选择不同的回收
方法。王梓诚决定先用鼓风机分离出餐
巾纸、泡沫、塑料等较轻的垃圾，再用吸铁
石分离出铁质垃圾，剩下的垃圾再由人工
来回收，这样就能节省下许多时间成本和
人力成本。

带着这样的设想，王梓诚回到实验

室，着手将想法变成现实。只在计算机社
团学过简单编程知识的王梓诚遇到的第
一个难题就是如何搭建模型，将鼓风机、
吸铁石等零部件组装到一起。在计算机
老师和爸爸的指导下，王梓诚阅读了大量
的编程书籍，从“计算机萌新”一路打怪升
级成“编程小将”，终于设计出“海洋垃圾
智能分类回收系统”的雏形。带着自己的

研究成果，王梓诚来到北京，参加中国少
年科学院“小院士”课题研究成果展示交
流活动，获得了少科院课题一等奖，被聘
为“中国少年科学院小院士”。

“虽然我的研究得到了专家评委们
的肯定，但它还不成熟。”接下来王梓诚
还要将“海洋垃圾智能分类回收系统”制
作成实体的模型，搬到海滩投入实验性
的使用。在“小院士”展示交流活动中，
王梓诚认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他们的研究中有一项关于减少空调中氟
利昂用量的研究引起了他的注意，“没想
到这么多同学都将目光聚焦到环保科技
上，这些研究不仅可以方便生活，更能造
福人类。”

给海滩垃圾也分分类
本报记者 张玫莹 通讯员 张 春 胡建同

“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
景目标纲要在第三十九章“加快
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中提出，要
大力发展绿色经济，“深入开展
绿色生活创建行动”。开展绿色
生活创建行动，是“十四五”时期
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
色转型的重要举措，是坚定走生
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
文明发展道路的重要部署。

开展绿色生活创建行动，
关键要加强教育引导，提升青

少年绿色生活创建的主动
性和自觉性。“十四五”时

期，要把节约资源作为
从源头上保护环境

的治本之策，

不断强化社会成员，特别是广大
青少年的节约意识，积极践行绿
色低碳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
式。把生态文明理念深度融入
课堂教学、主题讲座和科技创新
活动，培养青少年环保意识和生
态意识，加强青少年环保方面法
律法规的学习，培养青少年热爱
自然和保护自然的法治意识。

此外，还要以绿色家庭创建
为依托，调动家庭成员绿色生活
创建的积极性，同时要强化组织
管理，增强社区成员绿色生活创
建的规范性，把珍惜生态、保
护资源和爱护环境纳入社
区精神文明创建体系
中。

开展绿色生活创建行动

开心一刻

“江苏少年网”手机版二维码
快来扫一扫

四岁的儿子惹妈妈生气
了。

妈妈威胁他：“你再惹妈妈
生气，妈妈就把你重新吃回肚
子里，就当没生过你。”

儿子说：“妈妈，那你记得
再吃台电视，我好在你肚子里
看电视。”

爷爷问孙子：“乖孙子，你
长大了想做什么？”孙子说：“想
做表演艺术家。”

爷爷乐了，问：“你有这方
面的特长吗？”孙子说：“有，连
老师都经常夸我！”

爷爷追问：“怎么夸你的？”
孙子认真地答道：“老师说

我上课时像只小麻雀，做作业
时像头小猪，考试时像个猴子
……”

阴 天
儿子问：“爸爸，听说地球

围着太阳转，是真的吗？”
爸爸说：“当然是真的。”
儿子问：“那要是阴天不出

太阳呢？”

严肃的问题
童童很晚了还不睡觉，妈

妈去催促他。童童说：“我在思
考一个严肃的问题——为什么
小小的眼睛可以看到这么大的
人、这么大的世界呢？”

爸爸与叔叔在下棋，小伟
问：“你们谁赢了？”

爸爸说：“我和叔叔下棋不
是为了输赢，是为了高兴。”

小伟接着问：“那你们谁更
高兴呢？”

谁更高兴

吃电视

会表演

小明将妈妈新买的化妆品
摔坏了，妈妈气得批评他：“这
个化妆品两百多块钱啊！我还
没用过呢……”小明在一旁无
动于衷。

就在这时，小华过来告诉
小明：“你这一摔就是摔了两百
多个棒棒糖啊！”小明一听，大
哭起来。

对纸过敏
小青上二年级了，特别怕

写作业。今天写作业时，他问
妈妈：“妈妈，作业本是什么做
的？”

妈妈说：“是纸做的呀！”
小青说：“哦，我好像对纸

过敏，每次做作业都难受。”

两百多个棒棒糖

中小学中小学中小学中小学““““智理智理智理智理””””手机有妙招手机有妙招手机有妙招手机有妙招
本报讯 “第一，上学时不带

手机进校园；第二，不玩或少玩手机
……”3月15日，扬州市育才小学少先

队大队委员们发出倡议，号召全体同
学远离手机诱惑，健康快乐成长。自 3
月 4日省教育厅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关
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以来,我省各中小学校
纷纷响应，制定了手机管理实施方案，引
导同学们合理使用手机。

“手机看多了会影响视力，网上的有
害信息也会对青少年造成不好的影响
……”在镇江市红旗小学教育集团开展
的“手机远离校园，自律伴随你我”主题
活动中，四（4）班闫麒麟通过和网警爸
爸的对话，阐述了中小学生沉迷手机
的危害；二年级的双胞胎兄弟王希
丞、王希任则以情景剧《手机呀手

机》呼吁同学们抵制手机诱惑，
专心学习。闫麒麟欣喜地发

现，“现在同学们基本上不
把手机带入校园了，连戴

电话手表的同学都变
少了。”

其 实 ，江 苏
许多学校在《通
知》发布前，就

已经开始对学生合理使用手机加以引
导。苏州市平直教育集团平直实验小学
校早在两年前就启动了“手机禁入课堂”
行动。而在南通市通州区金沙中学的学
生违纪处理规定中，也对学生带手机进校
园做出了明确规定，要求需要带手机进校
园的学生需提前向老师提出申请，并在进
校后将手机存放在班主任老师处。

《通知》发布后，同学们再次学习、了
解不合理使用手机的危害。平直实验小
学校五（3）班李苏欣知道了过度使用手机
会影响视力，“习近平爷爷希望‘小眼镜’
越来越少，我们应该少玩手机。学校给每
个班都配置了只能打电话的手机，所以同
学们不带智能手机也能及时与家长联
系。”金沙中学高一（9）班宋锐对禁止手机
进校园的规定也很赞同，“在校期间专心
学习，多和同学沟通，不仅提高了学习效
率，也增进了同学间的感情。”高一（1）班
秦心敏参加了“学生使用手机的利与弊”
主题辩论赛，与大家一起分析使用手
机的利弊，“现在我对手机并不依
赖，懂得如何做手机的‘主人’。”

金沙中学学生处主任王
迎春表示，学校平时不会利
用手机布置作业，也呼吁家
长引导学生课余时间通过

阅读纸质书籍、听音乐、加强户外运动
等方式放松身心。“身体素质的提升、
自主自律意识的增强，有利于学习
效率的提高。”金沙中学还推出教
育云平台、智学网等系统供学生
查阅资料，推进手机从治理到

“智理”。《通知》也得到了家长
的普遍支持，金沙中学高一
（10）班吴迪的家长表示，经过
一段时间限制孩子使用手机，
现在孩子不主动要手机了，
平时会主动和家长聊聊学校
发生的新鲜事，“感觉孩子
更有活力了。”

（记者 张玫莹 周
琳 通讯员 赵美玉
夏 永 强 乔 蓓 薛 军
黄小益）

俗话说，“上一
所好的学校，不如遇

到一位好的老师。”老
爸说我很幸运，因为我就

遇到了一位好老师，她就是
我们认真负责又活泼可爱的

语文老师——郑晓燕，大家都
喜欢叫她“小燕子”。

“不让一个学生掉队”是“小
燕子”的座右铭。我们班里有位
叫小曼（化名）的女生，父母外出打
工，和奶奶一起生活的她很胆小，
不怎么和同学说话，上课也从不主
动举手发言。为了让小曼变得更大
胆、更自信，郑老师常常找她谈心，
课上还经常提问她一些简单的问
题。慢慢地，小曼脸上的笑容越来越
多了。发现了小曼的进步，郑老师又
安排她每天带着同学们晨读。同学们
发现小曼的声音很好听，越来越喜欢
她了，小曼的朋友也多了起来。后来，
语文课前的三分钟演讲，小曼也偶尔主动走上讲台。在前

段时间的“学雷锋精神，做美德少年”演讲比赛中，小曼还
代表我们班出赛，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呢！每学期结束
时，郑老师都会自掏腰包给有进步的同学买一些小奖
品。上学期，小曼获得了有“小燕子”亲笔签名的笔记
本，看得我真“眼馋”。

“小燕子”还是个大忙人，她不仅关心我们班同
学的学习、生活，还加入了学校的“爱心桥”志愿服务
团队，利用节假日，义务辅导学校留守娃的功课。开
学初，“小燕子”还给留守的女生们上了特殊的一堂
课，告诉大家青春期的健康知识，帮助女生们正确认
识自己。

2019年，“小燕子”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但她
却说每年教师节同学们亲手送给她的贺卡才是对她最

好的肯定。看着郑老师胸前闪亮的党徽，我觉得她的笑
脸真可爱！

图为镇江市红旗小学图为镇江市红旗小学
闫麒麟和网察爸爸对话沉闫麒麟和网察爸爸对话沉
迷手机的危害迷手机的危害。。

听了爸爸妈妈的讲述，我们明白节水
更要护水。在他们的带领下，我们参与各
类公益活动，用行动保护水资源。

“大家知道什么是海绵城市吗？城
市像海绵一样，在下雨时将雨水储存起
来，再在需要的时候将蓄存的水释放出
来……”在学校的节水日活动中，镇江市
丁卯中心小学四（1）班的新晋“小河长”
陈韵泽向同学们介绍了平时从爸爸那里
了解到的节水“黑科技”。陈韵泽的爸爸

在市水利系统工作，平时陈韵泽和爸爸
一起探讨太湖蓝藻暴发的原因，关注身
边河流湖泊的污染情况，他深感保护水
资源需要每个人的努力。在世界节水日
期间，陈韵泽对学校附近的河水进行了
采样检测，发现水质好了许多，“施行河
长制以来，每条小河都有专人‘照料’，小
河越来越‘健康’了！”陈韵泽将发现绘制
成海报，张贴在社区的宣传栏中，呼吁大
家共同保护水环境。

一起来节水

从小，爸爸妈妈就用一串串数字、一个
个真实的故事告诉我们节约用水的重要
性，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下我们提高了节水
意识，养成了节水习惯。

无锡市阳山中心小学四（1）班赵嘉宏
的父母一直告诉她要节约用水，但生活在
江南水乡的赵嘉宏并没有意识到节水的重
要性与必要性。直到一次家中突然停水，
家人无法洗漱，也不能按时做饭，爸爸带着

她走了很远，才在小区集中供水处打到
水。天气热，水又重，赵嘉宏意识到水的重
要性。提水回来的路上爸爸告诉她，世界
上有众多人口备受缺水困扰，我国有 300
多个城市缺水，29%的人正在饮用不良水
……在爸爸的教导下，赵嘉宏认真践行节
水好习惯。节水日期间，她建议老师举办
节水主题班会，号召同学们一起行动起来，
节水、护水。

节水我家有妙招

洗菜洗碗时，水龙头关小一点；淘米的
水用来浇花、洗碗……在爸爸妈妈的示范
下，我们学会了很多节水小妙招。

金湖县城南实验小学六（2）班李志雨家

里一直提倡“一水多用”。爸爸用水时不仅会
把水龙头关小一点，还会拿清洗蔬菜、水果的
水浇花；妈妈洗衣服时也会拿盆接洗衣机里
排出的水，用来冲厕所……在他们的带领下，

保护水资源从我做起

本报记者 周 琳 张玫莹 通讯员 李春娣 万武兵 谭秀文

李志雨也成为一名节水小达人，在日常生活
中总结出不少节水小妙招。“淘米水、煮面汤、
过夜茶可是去油‘利器’，用它们冲洗碗筷不
仅节省用水量，还能减少洗洁精对水的污

染。”在爸爸的引导下，他还把装满水的矿泉
水瓶放入马桶水箱，控制马桶冲水量。“家里
实施了一系列节水措施，当月用水量就比上
月减少30%。”李志雨骄傲地说。

水是生命之源，有了它，
我 们 的 生 活 才 如 此 生 机 盎

然。3月22日是“世界水日”，学
校组织了各类节水宣传教育活
动，号召同学们行动起来节约用
水、共同爱护水资源。其实，同
学们早就在爸爸妈妈的带领
下，了解了水资源的重要性，

养成了爱水、节水、护水的
好习惯。

大手拉小手

节水教育记心间

小昊同学：
你好！
不可否认，信息时代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手机，但是手机仅仅是一个工

具，我们千万不能沦为手机的“傀儡”。从你的讲述来看，可能已经有点“手机
中毒”，不过不用过分担心，通过努力，我们完全可以“戒毒”。小编给你几点摆
脱对手机过度依赖的建议：

首先，给自己制定一个使用手机的计划，努力控制用手机的时间。比如：
每周不超过三小时，这三小时，可以集中在周末，也可以分散到每一天。

其次，做题时让手机远离自己，避免随手拿到手机，对待难题多独立思考，
多体会自己解决难题、挑战难题的成就感；实在不会就带着问题问老师、问同
学，逐渐克服对手机的心理依赖。

最后，结交几个有共同兴趣爱好的朋友，比如和爱运动的小伙伴们一起去
球场上挥洒汗水、释放青春激情，也可以和他们参加劳动、社团等兴趣活动，在
动手实践中体会真正的快乐。 你的朋友 小 草

因为爸爸工作调动，我们家要搬
家。搬家时，妈妈笑着说：“闺女，我们
这真是孔夫子搬家——尽是书啊！”我
说：“那当然，否则我们家怎么配称‘书香
家庭’呢！”

在书的天地里，我们家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一方乐土：爷爷、奶奶爱看养生保健
方面的书；爸爸、妈妈喜欢教育类的书；哥
哥、嫂子，看与他们工作相关的专业书。我
的书比较丰富，除了一些小学生必读的书
籍之外，还有天文、地理、历史、探险等方面
的。读书不仅让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和阳
光，也教给了我许多许多。

读书给我带来开心的笑。阅读《尼尔斯
骑鹅旅行记》时，童话中那个调皮的小男孩
儿，仗着自己力气大，对家禽很凶恶，经常耍
弄、欺负家禽。于是，小精灵就惩罚他，把他变
成了一个柔弱无力的拇指大小的小人。读到
这里，我忍不住笑了。

读书让我变得更勇敢坚强。一位英国人，在
航海中不幸遇险，孤身一人流落小岛。为了生
存，他战胜饥饿，战胜孤独，战胜死亡，凭着坚强
的意志在 28年后回到家乡。如此勇敢，如此伟
大！读着他的故事，我也从一个胆小、懦弱的小
女孩，慢慢变得自信、开朗、坚强。这是《鲁滨逊
漂流记》给我的力量。

读书也曾让我潸然泪下。《青铜葵花》里的葵
花说：“让哥哥先上学，我明年再上学，我还小哩，
我要在家陪奶奶。”奶奶把葵花拉到怀里，用胳膊
紧紧地将她搂抱了一下，心酸酸的。青铜却像是
早就想好了，用表情、手势准确无误地告诉奶奶、
爸爸和妈妈：“让妹妹上学。我不用上学。我上
学也没有用。我要放牛。只有我能放牛。妹妹
她小，她不会放牛。”这两个孩子就这样不停地争
辩着。妈妈竟转过身去——她落泪了。葵花将
脸埋在奶奶的胸前，一个劲地哭着：“我不上学，
我不上学……”读着这些内容，小说里的人在哭，
我也在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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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不会的题目，用手机拍一下，答案一目了然；孤单无
聊的时候，打开手机QQ、微信与好友你一言我一语，或者刷刷抖

音小视频打发时光；游戏瘾上来了，忍不住在闯关升级中寻找快乐
……我感觉现在自己的生活离不开手机了，长时间不碰手机就心神不
宁。我也知道这样不好，可是我怎么做才能摆脱对手机的依赖呢？

淮安市淮安区平桥中学 小 昊

宿迁市宿城区龙门学校五（3）班 陈心怡 指导老师 陈雪峰

摆脱手机依赖 拥抱健康快乐

一一、、春季是百花齐放的季节春季是百花齐放的季节，，也是花粉病发也是花粉病发
病最严重的时节病最严重的时节。。花粉在空气中传播花粉在空气中传播，，容易引容易引
发哮喘等过敏性疾病发哮喘等过敏性疾病，，有过敏体质的小朋友要有过敏体质的小朋友要
尽量远离花朵尽量远离花朵。。

二二、、三月天孩儿面三月天孩儿面。。春天早晚气温变化大春天早晚气温变化大
且多风且多风，，室外玩耍运动室外玩耍运动，，要做到及时增减衣物要做到及时增减衣物。。

春天该春天该““捂捂””，，但其中的但其中的
““度度””要靠自己把握要靠自己把握，，切切
忌完全忌完全““看别人怎样穿看别人怎样穿
自己就怎样穿自己就怎样穿””。。

三三、、春天万物复苏春天万物复苏，，
各种病原微生物开始肆各种病原微生物开始肆

虐虐，，麻疹麻疹、、水痘水痘、、手足口等流行性传染病专手足口等流行性传染病专
爱在这个时候找上门来爱在这个时候找上门来。。在新冠疫情没有在新冠疫情没有
完全消除的背景下完全消除的背景下，，外出还是要戴好口罩外出还是要戴好口罩，，少少
扎堆扎堆，，勤洗手勤洗手。。

四四、、春季踏青郊游春季踏青郊游，，交通安全意识不可少交通安全意识不可少。。
1414岁以下儿童乘坐汽车时不能坐副驾驶位岁以下儿童乘坐汽车时不能坐副驾驶位，，应应
坐在后排安全座椅上并系好安全带坐在后排安全座椅上并系好安全带；；玩耍时要玩耍时要
远离车辆和公路远离车辆和公路；；经过有车的地段要特别注意经过有车的地段要特别注意
避开车辆的视觉避开车辆的视觉““死角死角””。。

五五、、放风筝时要选择空旷的地方放风筝时要选择空旷的地方，，远离电远离电
线线，，也不要奋力奔跑也不要奋力奔跑，，以免不小心被别人的风以免不小心被别人的风
筝线割伤筝线割伤。。

春季健康小贴士春季健康小贴士

“家家都有种花田，花开花落又一年。花开阡陌如摛锦，
花落衣裳尽着棉。”读完这首清代作家胡承珙所写的《棉花
赋》，泗阳双语实验学校四（3）班张安琪不禁想起了家乡的中
国棉花博物馆，“我们泗阳是全国著名的商品棉生产基地
县，‘泗阳大棉花’曾享誉大江南北。”

走进博物馆，同学们不仅可以了解有关棉花的各种知
识，还能看到不同年代棉花从种植到加工的劳动场景，感受
棉花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棉花其实不是‘花’，而是花凋谢
后的果实——这絮状的纤维保护着棉桃里的种子。棉花
经过加工后就可以用来纺纱织布了。”随着对棉花的深入
了解，张安琪对棉花的喜爱也多了几分，“我曾经赞叹过牡
丹的雍容华贵，也赞美过梅花的铮铮铁骨，今天，我才发
现最值得赞美的是棉花，只因它‘花开不为人赞美，花放
不求谁闻香。只是献花送温暖，只是用花作衣裳’”。

解放前，泗阳并不盛产棉花。上个世纪六七十年
代，“泗棉人”奋战废黄河滩，移土造田，改造自然环境，
建设良种繁育基地，培育出了“泗棉”系列优良品种。昔
日荒凉之地一跃成为全国闻名遐迩的种子摇篮。“棉花
虽轻，但泗阳人自力更生、励精图治的精神是沉甸甸
的。”这段历史让泗阳双语实验学校四（3）班范佳润对
家乡物产的自豪之情多了几分。

参观之余，同学们来到棉田体验采棉花的辛劳和
乐趣，“手指一把捏着四个棉花瓣，再顺势往上一拉，
整朵雪白的棉花就被完整摘了下来。”第一次采摘棉
花，范佳润的手被划伤了，但这段记忆像棉花一样柔
软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