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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有人人争抢的劳动岗位，校外有专业化的综合实践基地群，大专院校提供丰富的职业体验项目，常州市立足
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需要，大力推进贯通学段、贯穿家校社的劳动教育，校园内外日渐形成常态化的浓厚的
劳动氛围。今年4月，常州获批全国首批劳动教育实验区。在国家大力加强新时代劳动教育的背景下，同学们对劳动
和求知关系的认识、家长和社会对成才的观念，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图为金坛区段玉裁小学的同学们走图为金坛区段玉裁小学的同学们走
进田间地头收割水稻体验农忙进田间地头收割水稻体验农忙。。

图为经开区初级中学图为经开区初级中学
同学们在太湖湾教育大营同学们在太湖湾教育大营
地开展茶艺地开展茶艺（（上上）、）、智创空智创空
间间（（下下））劳动体验活动劳动体验活动。。

我我我们们们的的的劳劳劳动动动新新新常常常态态态

本报记者 郭 瑞 通讯员 江莉倩 陈 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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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海门区德胜小学
六（1）班 马雯宇 徐晨曦
指导老师 顾丽琴 施 轶

我眼中的未来家园 （麦秆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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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市铜山区新区实验小学三（3）班 吴昊骏

指导老师 赵书雨

书
法

滨
海
县
第
二
实
验
小
学
四
（
1
）
班

王
翊
人

指
导
老
师

皋

松

家庭家庭

选自《天星》

选自《德韵风》

亲爱的校园：你好！
今天，我怀着紧张、兴奋又激动的心情，向你吐露心中对你

的感情。迈入校园，就给我一种熟悉的感觉。你就像我的第二
个家，给我温馨。

初次见到你，是在暑假末，去打疫苗的时候。学校组织我们
集体乘坐大巴车前往目的地。那一次时间较紧，我只粗略地打
量了一下你，但你清秀的面容已在我脑中刻下了深深的印记。

第二次看到你，是报到的时候，这一次，我特地留意了一下
你的模样。当我看到那块写着“苏州高新区实验初级中学”11
字的校名“徽章”时，莫名感到一阵紧张与兴奋。走过那条小路，
我看到了矗立其间的小野花——之所以说是“矗立”，是因为花
儿扬着头，挺着胸，几朵花瓣沁着生机，立在那儿，就像一个个充
满朝气的学子，或许花儿也觉得，能在你怀抱中成长是一件值得
骄傲的事情吧。看着花儿欢乐地舞动，我也笑了起来。

最近一次见到你，就是今天。一大早，我背上书包，气宇轩
昂地踏入你的怀抱。虽然时间很赶，但是我仍抓紧欣赏着你秀
气的模样。我对一切都感到好奇，使劲地扭动脖子，东张张西望
望，只觉着到处漾着文化的气息，想到你“气自华”定是因为怀着
满腹诗书。此时的你，又是一种别样的风格。你的着装干净明
了，整齐的规划，有序的布局，使我轻松地记住了你的一点一
滴。当我走到那副具有代表性的对联前时，我特意留心了一下，
横批是大大的“为国所用”，这 4个字引发了我的深思。向前走
着，一个美丽清雅的池塘映入眼帘，我仔细地打量着它……

你用新的环境、新的老师、新的同学、新的功课给了我新的
体验，同时，也让我重新开启了一段新的旅程。让我们一起努
力，一起拼搏，在未来的三年里携手同行，共度春秋。生活在你
的怀抱里，自己一定会变得更加美好，将来“为国所用”！

你的仰慕者 吴筱萌
2021年9月1日

选自《楚和文苑》

“臭小子！快把门给我打开！”爸
爸用力敲门，大声喊着。我听着急促
的敲门声，更加努力地把被子裹紧了。

那天，我流着泪冲进自己房间，把
门锁上，钻进被子里，用被子把耳朵紧紧
裹住，但还是可以听见爸爸震耳欲聋的
怒吼声。我强忍着泪，正准备和爸爸斗
智斗勇，房门突然开了，一定是妈妈用备
用钥匙开的门。我不情愿地翻了个身。

妈妈进了门却没有说话，默默地坐
在我的床头，还在生气的我压根没有多
想，一翻身把被子一蹬，被子似乎砸中
了妈妈。妈妈一言不发，只是帮我重又
盖好被子。透过被隙，我隐约能看到妈
妈往我的枕头边轻轻放了什么。我虽
然很好奇，却并没有转头去看。

到了深夜，我蹑手蹑脚地从门缝
里看了又看听了又听，终于确定爸
妈已经睡着了。此时，我才从枕
头边慢慢摸索出一张纸条，上面
写着——
“儿子：

我不应该对你发这么大
的火，成绩并不代表一切，

对不起。
爱你的妈妈”
看到这一行字，

我不禁流下了泪
水 ，把 那 张 纸

条 默 默 地
放 在 柜

子的一角，我想起胡老师曾经对我们说：
“每一件事，就像一道题，都会有解决的
方法。”我终于知道了，妈妈是想让我自
己找到这件事的答案。于是，我也给妈
妈写了张字条——

“妈妈：
这件事我也有错，如果我每个节拍

仔细地敲，我的架子鼓一定可以过三级。
爱您的儿子”

我悄悄地把纸条放到厨房。第二天
早晨，我还没有起床，妈妈已经起来忙早
饭了。我走进厨房，轻轻地从后面碰了
她一下，妈妈转过身，一把抱住了我，在
妈妈的怀抱中，我感觉特别温暖。妈妈
和我商量，要让爸爸也开心起来。

爸爸拉着脸，一脸不高兴地准备开
门上班，我急忙上前拦住他。我和妈妈
紧紧地抱住爸爸！爸爸知道我认错了。

从那以后，我们家的“公告栏”上出
现了“和谐家庭”四个字。每当家庭成员
中，有谁因为鸡毛蒜皮的事要生气、发火
时，抬头看着这四个字，大家就会不约而
同地笑起来。

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

句容市天王中心小学
五（5）班 陈佳佳
指导老师 于春梅

今天，爸爸妈妈出门办事，我要做一天的“小保姆”——小弟由
我来照顾啦！

一大早，小弟还在睡觉，我在床边守着，看着弟弟圆嘟嘟的小
脸蛋，“呼哈呼哈”在熟睡，估计一时半会儿应该不会醒，于是我想先
去上个厕所。就在我蹑手蹑脚站起身时，小弟突然就哭了，还越哭
越凶。我赶紧抱起他，嘴里哼着跟妈妈学的摇篮曲，左手托着他的
背，右手抱着他的小屁屁，在屋子里转来转去。弟弟睁着水灵灵的大
眼睛，盯着我看，似乎在说：我要找妈妈！我轻轻地安慰他：“弟弟不怕，
有姐姐在！”终于，他再次进入梦乡，我又轻手轻脚地把弟弟放回床上。

我想去洗手间，又怕弟弟滚下床来。我想到了一个办法，把婴儿车推
过来挡在床边刹上车。我迅速去了一趟洗手间，回来看到弟弟还在睡，这才
放下心来，坐在床边一边写作业一边看着弟弟。

该吃午饭了，我把粥放进煮蛋器加热。弟弟醒了，可是粥没好，我逗他玩了
一会儿。“嘀嘀嘀”，粥好了，我把弟弟抱进婴儿车，推进厨房，把粥取出来放入冷水
中冷却，再把餐具用开水烫几分钟，又推着弟弟回房间吃饭。刚学会走路的他在房
间走来走去，我跟在弟弟后面哄他吃饭，还唱歌给他听。追了好久，终于喂完了午饭。

吃饱饭，我陪他一起玩。过了一会儿，弟弟眼睛眨巴眨巴，他又要睡觉了，我哼起摇
篮曲，弟弟不知不觉又进入了梦乡。

“姐姐，姐姐！”我被喊醒了。睁眼一看，弟弟正坐着看我呢！我又惊又喜，这是他第一次叫
我“姐姐”，那一瞬间，今天所有的劳累都烟消云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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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高新区实验初级中学初一（7）班 吴筱萌
指导老师 陈思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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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语文老师居然带着几个杯子和乒乓球
来上课。这到底要干什么呢？同学们都很好
奇。随着悦耳的上课铃声响起，谜底揭开了，原
来，老师要带领我们玩游戏——吹乒乓球“过
河”！

教室里顿时沸腾起来，老师给出一个“安静”
的手势。我们压抑住内心的激动，仔细听老师讲
解游戏规则：每组推选一名同学参赛，在规定时
间里，哪位同学先把乒乓球从第一个杯子依次吹
到最后一个杯子，就算胜利。如果乒乓球跳过了
杯子或者滑落到桌上，则不得分。

游戏正式开始，第一批选手各就各位。你瞧
我们组的小星，只见他憋足了气，鼓起腮帮子，猛
地一吹，哈！水溅得他满脸都是，而乒乓球却只
在原地跳了个舞，并没有跳进第二个杯子里。我
暗暗为他着急。他却不急不躁，先抹了把脸，盯
着水面看了一会儿，调整了姿势——把腿往下压
了压。又使劲一吹，乒乓球忽地弹起，就在大家
以为球要挺身跃进第二个杯子时，它却一下磕在
杯沿上，随即落到讲台上“哒哒哒”地蹦跳着，围

观的同学一片叹息，我不禁为他感到惋惜。“时间
到！”随着计时员的一声高喊，第一轮比赛结束，
只有第二组选手的乒乓球“过河”成功。

终于轮到我了。我慢慢弯下腰，弓着身子，
严阵以待。“开始！”我趴到水杯上方，使出浑身力
气，猛呼一口气。结果，球只在水面上打了几个
旋儿，又安稳地停下了。我心里一咯噔：怎么球
都没有跳起来，哪里不对？另一小组的欢呼声告
诉我，对手的球过杯了，我心里有点慌了。“要稳
住！”我默默地对自己说。我静下心来，既然使尽
全身力气都吹不过去，那轻点儿吹行不行呢？我
往后挪了挪身子，把嘴与水杯口齐平，轻轻地吹
了一口气。哈哈，乒乓球稳稳地落到了第二个杯
中。原来要用巧劲，我乘胜追击，为我们组赢得
了一分。“耶！”组里的同学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
我的同桌还激动地为我鼓掌。

比赛继续进行着，教室里欢呼声、呐喊声此
起彼伏。吹乒乓球“过河”真是太好玩了！让我
们的作文课变得鲜活起来，也让急性子的我懂得
了——遇事要沉着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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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安市教师发展中心附属小学

五（8）班 万陈萱
指导老师 纪海燕

乒乓球乒乓球

选自“新实意扬文学社”公众号 泰兴市黄桥小学教育集团
新城校区三（5）班 吴霏凡

指导老师 袁 霞

傍晚，落日调皮地把余晖洒向
大地。妈妈、姐姐和我正在乡间小
路上骑车。突然，妈妈提议：“我们
去追夕阳吧！”

追夕阳？那不是做梦吗？妈
妈不会连这点常识都没有吧？我
惊讶地瞪大眼睛。我这么想着，可
妈妈和姐姐早就朝夕阳的方向骑
出去好远了。我来不及多想，赶紧
加快了骑车的速度，跟了上去。

一路的风景真美啊！夕阳把
西边的天空全部染成了金色，整片

大地也披上了一层金光。天蓝蓝
的，风柔柔的，碧绿的稻田一眼望
不到边。我们用尽全身的力气，你
追我赶地向着西边骑去。可是我
发现，不管我们骑多快，夕阳总是
骄傲地走在我们前面。

骑累了，我们就停下来休息。
我和姐姐折芦苇叶，比赛吹口哨；
摘喇叭花，含在口中扮美丽，还把
好多狗尾草插在裤兜里。几只小
鸟也来凑热闹，围着我们叽叽喳喳
地叫，好像很想加入我们的追夕阳

行动！
我们坐在河边的草地上，一起

看夕阳慢慢下沉。姐姐还给我讲
起了《和时光赛跑》的故事。我突
然想到：也许妈妈说的追夕阳，就
是与时光赛跑吧？

我们又起身跃上车去追夕
阳。可是，夕阳一眨眼就消失了，
天际只留下一片橙色的云彩。

我的心里却没有一点遗憾
——虽然没有追到夕阳，但是我们
追到了一箩筐的快乐与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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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是一名茶艺师啦！”经过一天的学习和实
训，金坛区水北中学八（3）班赵雨欣拿到“小小茶艺师”证
书。江苏省金坛中等专业学校充分考虑中小学生对职业的兴趣

爱好和未来的发展需求，开发了“大国小工匠”“未来工程师”“小小电
商”等数十个职业体验课程，吸引了一批批中学生前来探寻和体验。“持

证上岗”的赵雨欣决定以后家里来了客人，就拿出茶道技艺招待他们。
劳动教育是培养综合素质的土壤，更播下了未来职业意愿的种子。常州市

立足学生的生活和发展需要，发挥本地职业院校的资源优势，积极为中小学生提
供职业技能类实践体验服务，鼓励不同学龄段学生分别参加侧重于职业感知、职业认

知、职业生涯规划的职业体验活动。今年 10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
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在普通中小学实施职业启蒙教育，从小培养学生掌握
技能的兴趣爱好和职业生涯规划的意识能力。

“劳动是平等的，职业没有贵贱之分。”武进区遥观初级中学八（4）班李言
说，父母十分支持自己多开展职业体验，也经常鼓励他树立职业理想，在求学道

路上有更多的选择，“我爸爸说，常州是全国领先的产业之城、智造之都，对
技能型人才、工匠型人才需求十分强烈。将来凭借一技之长，我一定能更

好地为家乡发展做贡献，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劳动，伴随人的一生。青少年要从小树立正确的劳动
观念，形成良好的劳动习惯，掌握一定的劳动技能。教育

的目的是要培养能适应现代化发展要求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只要创造劳动实践的条件、机会、时

间，同学们一定能在劳动中追逐梦想、
挥洒汗水、收获成长。

教室是课堂，但不是唯一课堂。书本知识务必掌握，但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才是栋梁之才。少年朋友们，学习成
长，我们还有一个好课堂。你们看，本报今天报道的常州劳动
教育实验区的劳动课堂，就是一个生机勃勃、生动有趣、旨在立
德树人的好课堂。有了这个课堂，我们就不再是在课上“听”劳
动，在书上“看”劳动，在嘴上“讲”劳动，在网上“玩”劳动，而是真
正地生活在劳动中，学习在劳动中，成长在劳动中。

这样的劳动课堂，我们为之叫好！在校内的“清菊园”、“创
客研究院”等“三院三园”和“食堂”变“学堂”中，在校外的“太湖
教育大营地”以及“农业+”、“工业+”、“科技+”、“生态+”、“企
业+”等各行业劳动实践基地里，我们可以体悟出“劳动最光荣、
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我们可以学到崇尚劳
动、热爱劳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的劳动精神，我们可以学
到新知识、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可以劳以树德、劳以增
智、劳以强体、劳以育美，并为我们未来的职业追求播下
理想的种子。办好这样的劳动课堂，我们一起努力！

为劳动教育
实验课堂点赞

易 之

校园基地里争相出力

“双减”政策下作业量减少了，但常州市武进区
采菱小学五（4）班王明朗更“忙”了，“课间要去‘清菊园’
查看亲手种下的蔬菜的长势，还要去‘创客研究院’用电脑
对校内的植物和水系进行远程管理。”采菱小学充分利用校
内空间，为同学们打造“三院三园”（城南小书院、创客研究院、
知乎探究院；环保园、百草园、清菊园）实践基地，将现代化的信
息技术与传统的劳动实践相结合，提升学生的动手动脑能力。

“不是劳动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劳动，体力和脑力劳动都是劳
动。”王明朗将来想成为一名程序员，用科学技术提高劳动效率。

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2019年，常
州市政府办印发《常州市关于加强中小学劳动实践教育的实施意
见》，要求各中小学注重在教学中有机融入劳动实践教育，在开足
开好国家规定的劳动实践类课程的基础上，积极开发开设劳动
实践类校本课程，为学生创设各类劳动实践岗位，布置学生进行
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作业，大力表彰积极参加劳动实践的学
生，积极营造“劳动最光荣”的校园文化。

每天午餐时间，常州市戚墅堰东方小学的食堂里秩序
井然，一个个“小红帽”志愿者系着围裙忙碌其间，分发饭
盒、督促“光盘”、擦拭桌面……学校把“食堂”变成“学
堂”，开展食育岗位体验活动，引导同学们做生活小能
手，在劳动中提升自我。“我现在不仅能自己动手做
饭，还能帮父母做各种家务。”一个学期的食堂岗
位体验，五（5）班陈晟轩体会到了父母养育自己
的艰辛，生活自理能力也更强了，他还被评

为2021年常州劳动实践优秀学生。

社会课堂中知行合一

上周末，常州市新北区龙城小学的一群红领
巾走进田间地头，变身小农夫收割金灿灿的稻谷。“看

到一望无际的稻田和颗颗饱满的稻穗，我们有一种丰收的
喜悦，都忍不住一试身手。”三（2）班陈璟睿在农民伯伯的指导

下学会了收割，可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姿势不一会就让他累得直
不起腰。“大家伙都干得热火朝天，喊口号的声音也更响亮了。”陈璟睿

发现劳动虽然累，但过程很快乐，对“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的道理也有了不一样的体悟。
由于学校受场地、师资限制，常州市把建设校外劳动实践基地作为加强劳动

教育的补充，不断丰富劳动元素和劳动教育内涵，建立了“农业+”、“工业+”、“科
技+”、“生态+”、“企业+”等各行业劳动实践基地，目前已挂牌98个市级中小学生劳

动教育基地。根据学龄不同，全市每个学生都要完成不同的校外研学实践课时。
在美丽的太湖之滨，常州市打造了一座面积达 8万多平方米的太湖湾教育

大营地，五大教育板块之一的劳动基地配备了 23个专业工坊，能同时容纳
1000多名学生动手操作。不仅有传统的茶艺、插花、陶艺、木工等非遗项

目，还有 3D打印、编程机器人、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课程。同学们
在这里吃住两天半，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沉浸式体验生产、生

活、服务等各种劳动场景。选修“智创未来”课的常州经开区
初级中学八（1）班龚文雨觉得，营地课程为自己打开了另一
个世界，“智能机器人是新兴科技，我从学会组装到简单编
程，会因为完成机器人的一个小小动作而激动不已，感谢
学校和营地为我们提供这么好的学习机会！”

职业梦想从这里启航

“我叫邵洪波，今年 73
岁，已坚守青少年普法阵地
18年，但我做新时代普法引
路人的初心不变、斗志不减
……”

这位带着浓重乡音讲述
着自己故事的老人，是盐城市
盐都区“夕阳红”法治宣传队的

队长邵洪波。在省关工委成立
30周年纪念会议上，邵洪波作为

基层关工委代表登台发言。
2003年春天，盐城市盐都区一

批离岗和退休的老同志成立“夕阳
红”法治宣传队，“我第一个报名参加

并担任了宣传队的队长！”邵洪波忘不了
18年前宣传队正式成立大会上，当着盐都

区党委领导的面，他立下军令状，一定要把盐
都区的法治宣传做到家喻户晓，让盐都的孩子

们懂法、守法、用法。也是从那天起，邵洪波踏上了
18年关工普法的征程。

“18 年来，我带领一群‘老政法’
去农村、进企业、到校园，宣传国家和
地方的各项法律法规……”18 年里，
宣传队的老同志们换了一茬又一茬，
但“夕阳红”的旗帜一直屹立不倒，成
为盐都普法战线上的一道风景。“为了
做到有针对性地搞好宣讲，我在每次
宣讲时都与同学们现场互动，以案释
法……”18年的普法历程，有太多的故事让邵洪波难
以忘怀，有普法过程中听讲同学的积极回应，有学校和
家长在讲课后对他们的真诚感谢；有失足青少年因他
们的努力而悬崖勒马、浪子回头的欣慰，也有工作不为
部分群众理解时的酸楚。“今天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起
点，”邵洪波说：“我既然认准了普法宣传这条路，就一
定会把这条路走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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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洪波带领法治宣传队18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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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娃练笔

森林边有一条弯弯的小
河，河水清澈见底，阳光照在河
面上，泛着点点亮光。

河边，一头大象正悠闲地
散步，一只毛茸茸的小白兔蹦
蹦跳跳地穿梭在草丛里四处觅
食，好不快活；河对岸，“大高
个”长颈鹿正劈着叉弯着脖子，
品尝着甘甜的河水；不远处，一
只小刺猬时而翻滚时而奔跑，
欢快地在草地上玩耍呢！

一抬头，小刺猬看到了河
对岸久别的伙伴小白兔，它们
好想一起玩。可是河上没有
桥，这可怎么办呢？两只小可
爱有些失落地站在河边对视
……这时，只见长颈鹿伸长了
脖子，大象伸展开鼻子，一座

“友谊桥”出现在小河上，小白
兔和小刺猬开心极了，连忙跳
到“桥”上碰面了。

小鸟飞来了，边飞边说：
“多美的桥呀！”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二（4）班 高语笛
指导老师 张靖宇

爱之“桥”

早上，在小区里散步，跑在
前面的哥哥不知怎么突然连声
尖叫起来。我和妈妈赶紧快步
追上，原来是一只棕褐色的螳
螂，正举着前爪向我们示威
呢！相比于哥哥的害怕，我表
现得很淡定，还在妈妈的帮助
下抓住了它，观察起这只威风
的螳螂来。

螳螂的头呈三角形，上宽
下窄。圆溜溜的眼睛大而透
亮，脑袋上方有一对细长的触
须，颈部可以 180 度转动。最
有趣的就数它的手臂了，手臂
分为两节，一节是直的，像一把
大砍刀，有细密的利刺；另一节
是尖的，像一根粗粗的针。我
的手刚想摸一摸它，它反应迅
速地用“针”扎了我一下，疼得
我赶忙缩了回来。只见它像拳
击手一样，把尖尖的一头竖直，
随时准备举起“砍刀”再次攻
击，看起来威风凛凛，令人生
畏。

一旁的哥哥也没有那么害
怕了，提议将它放在地上观
察。谁知，一着地，螳螂就逃走
了，唉！我还想和它再多玩一
会呢。

常州市新北区河海实验小学
三（4）班 贾晟泽
指导老师 田洪宇

偶遇螳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