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 2021年11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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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不久，徐州
市鼓楼区全区域旅
游公交专线开通，
这要归功于一篇小
学生的论文。

“我认为作为国家级水利风景区的
故黄河景区，自然风光优美，历史文化深
厚，人文景观荟萃，但旅游资源并未得到
充分挖掘，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去年5
月 19日中国旅游日当天，徐州市解放路
小学五（3）班闫语真同学在班上第一次
分享了自己对于故黄河景区旅游发展的
见解。她还撰写论文，经学校上报，得到
了鼓楼区文旅局的重视。

原来五一期间，她响应学校“放假不
远游，游就在徐州”的倡议，在家门口的
故黄河景区“深度游”。她发现故黄河景
区沿线景点众多，但一些古迹风化破损
情况较为严重，景区内的设施破损，有的

景点甚至大门紧闭，挂上“谢绝参观”的
牌子。目睹这些，她陷入思考。

通过查阅资料闫语真得知，故黄河
是贯穿徐州主城区的一条天然河道，是
徐州人民的“母亲河”。然而，故黄河的
旅游资源价值并未被充分发掘。在妈妈
的指导下，闫语真设计了一张《故黄河景
区知晓率体验感调查》问卷，随机分发给
市民，并进行访问。令她没想到的是，大
家对问卷非常感兴趣，不仅积极填写，还
给出很多建议。通过查阅资料、现场参
观、咨询市民，闫语真对故黄河景区的名
胜古迹、文化遗产和特色景点进行摸底、
汇总，初步了解景点的分布、特色和现

状，并将景点存在
的问题进行记录整
理。

“与徐州一些
知名景区相比，故

黄河景区的知名度不高。”于是，她提出
了用“加法”——开发旅游新产品、新线
路；用“减法”——清理不文明现象，增强
体验感；用“乘法”——扩大景区知名度、
美誉度；用“除法”——力行真服务、提升
高品质的“四步”方案，提升故黄河景区
的旅游服务水平，并撰写《徐州故黄河风
景区旅游现状及高品质发展的建议》。
小论文不仅得到了文旅局的认可，还获
得了第32届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
奖。闫语真说：“虽然我的研究不一定精
准，但我希望这篇调查报告不仅能让故
黄河变得更美，也能让它的历史文化被
更多人知晓。”

““加减乘除加减乘除””扮美扮美““故黄河故黄河””
本报记者 郭 瑞 通讯员 张文强

前不久，我们走进东林渡寻访家乡
农村新貌。老师告诉我们，新农村建设
让东林渡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为了
提升游客参观的“体验感”，东林渡引进
了小火车“暖暖号”和“渡渡号”。伴随美
妙的音乐，“暖暖号”小火车驶离车站，开
启了我们的东林渡之旅。

火车道两侧“豆腐块”一样整齐的稻
田连成一片，隔开这些“豆腐块”的小径，
让我联想起在诗中读到的“城南小陌”。

随后映入眼帘的是一片一望无际的大草
坪，草坪上的树木好似稻田的“守望
者”。最后一站是太湖，湖边小猴子、长
颈鹿等动物造型栩栩如生……

坐在小火车里，我们听老师讲起她
儿时印象中的横泾乡村。那时村里到处
是高低不平的小路，晴天时尘土飞扬，雨
天时泥泞不堪。晚上，村路上漆黑一片，
很少有人出门。经过这些年的建设，如
今乡间也铺上了平整的柏油路，一盏盏

路灯竖立在道路两旁，照亮了村民们的
“夜生活”。吃过晚饭，村民们相约跳广
场舞，在健身步道上散步、慢跑，好不惬
意。东林渡更是现代化乡村建设中的

“佼佼者”，农家乐的开发吸引了众多游
客前来游玩。

“快看，前面是网红彩虹路！”只见马
路中间，红黄蓝三色长线向前方伸展。
沿着“彩虹”伸展的方向，我们仿佛看见
了家乡新农村建设的美好未来。

乘坐小火车
游览新农村

苏州市吴中区横泾实验小学
五（7）班 王亦璠（小记者证编号 J210125）
五（5）班 顾昕冉（小记者证编号 J210116）

指导老师 陶 银

本报讯 10月31日周日上午，盐城市大丰区沈
灶初中开展“情系留守学生，拓展延时服务——半日
陪”活动，学校 3名理科老师和 2名文科老师参与了
本次志愿服务。学校 11名留守同学不仅得到了课
业辅导，还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操场，开展户外运
动，在“自我介绍接力”“鼻尖上的硬币”等游戏中提
升表达能力和身体素质。临近中午，同学们走进食
堂和老师一起包饺子、吃饺子，“半日陪”活动在师生
的欢声笑语中结束。 （通讯员 朱明俊）

海安市曲塘镇小学曲小校区：

“游艺闯关”乐翻天
本报讯 11月 2日，海安市曲塘镇小学曲小校

区举行低年级同学“游艺闯关，快乐集章”的“乐考”
活动。活动共设置10个关卡，内容涵盖语文、数学、
音乐、体育、美术、劳动等多个学科。“我是才艺小天
使”环节，同学们有的放声歌唱，有的翩翩起舞；“我
是运动小达人”环节，花样跳绳让同学们跳出健康、
跳出活力……活动以“游艺闯关”的形式，让学生体
验“乐学”。 （通讯员 吉功明）

宝应县氾水镇中心初中：

心理健康操“真好看”
本报讯 11月 3日，宝应县氾水镇中心初中举

行“你笑起来真好看”心理健康操比赛。赛场上，参
赛同学身着统一服装，动作整齐划一。各班同学不
仅为队友加油打气，还为“对手”送去掌声，展现了氾
水学子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不仅提高了同学
们的身心健康水平，还培养了他们团结友爱的精
神。 （通讯员 朱 钰）

金湖县金北街道中心小学：

反诈宣传进校园
本报讯 11月 5日，金湖县金北街道中心小学

联合县出入境管理大队开展反诈宣传进校园活动。
出入境民警通过播放反诈宣传视频，结合实际案例
向同学们普及反诈知识，并呼吁同学们将反诈知识
传递给身边更多的人，小手拉大手推进反诈意识的
培养，营造全民参与、全民防范的反诈氛围。

（通讯员 郭正华）

盐城市大丰区沈灶初中：

“半日陪”情暖留守学生

““红领巾红领巾11小时小时””助力助力““双减双减””
本报记者 张玫莹

通讯员 沈东妹 徐 华 陶欣慧 陈如颖

上图为镇江市实验小学开展趣味田径活动。
下图为镇江市中华路小学少先队员寻访抗美援朝老战士谢东爷爷。

日前，共青团镇江市
委员会、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少工
委制定《镇江市少先队助力“双减”——“红领巾

1小时”实践活动指引》，呼吁全市中小学在延时
服务时段每周选取1小时，开展“校内+校外”双线并举

的各类活动，带领同学们争做红心向党的“好队员”、强健体魄
的“小健将”、研学寻访的“小先锋”、社区建设的“小主人”。全市中小

学积极响应，在校内开设红领巾小社团，并根据实际情况，利用延时
服务时间或节假日，开展校外寻访活动、志愿服务活动等。让我们
走进3所小学，了解同学们在活动中的收获。

延时服务时间，中华路小学“诗意中华”社团小教室里传出
同学们的琅琅读诗声。社团老师不仅带领同学们读诗赏诗，还
鼓励同学们争做“原创小诗人”。“四九立华夏，神州大地明；童心
心向党，一心谋振兴……”掌握诗词创作的要领后，六（3）班程奕
童创作了一首小诗，向党的百年华诞献礼。除“诗意中华”社团
外，学校还开设了古琴、街舞、运河文化等27个红领巾小社团，拓
展同学们的兴趣爱好，部分社团还请来校外专业人员担任辅导老
师。程奕童觉得，根据喜好选社团，还能得到专业的指导，“学校

里的‘小才子’变多了！”
让同学们“动起来”是校内延时服务时间必不可少的环节。镇

江市实验小学引进国际田联少儿趣味田径项目，让同学们在一项活动
中体验短跑、耐力跑、跳跃、投掷等多种田径项目。四（1）班陈仲阳最喜

欢“一级方程式”项目，“跨越障碍物提高了我们身体的灵活性，接力跑培
养了我们的团队精神，这样动起来真有趣！”“周三无作业日”时间，江滨实验

小学六（4）班郭奕岑学习了排球、笼式足球和跆拳道，这让她感觉“现在体
育课跑步轻松了不少，身体素质提高了，也不怎么生病了”。

校外活动也让同学们收获颇丰。中华路小学少工委在延时服务
时间，组织少先队员和社区的党员叔叔阿姨一起来到京杭大运河边开
展义务劳动，还组织志愿服务小队在重阳节走进敬老院，为老人们送
去节日的祝福和温暖。“建设美丽家乡，我们少先队员也有义不容辞
的责任。”参与社区管理和志愿服务活动，让六（1）班蔡欣语的“主人
翁”意识更强了。在红领巾寻访活动中，市实验小学“假日小队”走进
方志馆、嵇直故居、陆小波故居，中华路小学少先队员寻访了抗美援朝

老战士谢东爷爷、老党员张红雁奶奶。市实验小学五（8）班华梓宁说：
“寻访活动让我对家乡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更热爱家乡了。”

我的姨爷爷名叫王一兆，在垛田
中心小学教了40年书。除了教书，他
还有一项爱好,就是画画，特别是对农
民画情有独钟。

为了让更多同学了解农民画、喜
欢农民画，他在暑假里办起了农民画
公益培训班，免费教村里的小朋友们
画农民画。姨爷爷说，村里很多孩子
的父母在外地上班，假期里，这些留守
的孩子们缺少人看护，既不安全，也容
易学坏。“假期里我闲着也是闲着，教
孩子们画画，既能帮忙看护他们，又能
让他们学到知识，培养兴趣爱好，何乐
而不为！”每每讲起自己的农民画公益
班，姨爷爷的自豪之情都溢于言表。
受场地限制，姨爷爷的公益班只能收
18个孩子，还有很多想学画画的同学
报不上名。为了不让这些孩子失望，
姨爷爷又自费购买了课桌椅，并且增
加了课时。教孩子们画农民画，带领
他们发现乡村生活的“幸福感”，姨爷
爷乐在其中。他常说：“如果场地再大
点，我还愿意收更多的孩子……”

姨爷爷是村里小有名气的“画
师”，村民们都愿意找姨爷爷帮忙画
画。不论是全家福还是风景画，姨爷
爷都能画出“幸福感”，作品都很“接地
气”。你要问他怎么能画得这么好，姨
爷爷总会笑着回答：“在党的领导下，农民生活越来越幸
福。幸福的人当然能画出幸福的画！”

张海迪说，人不能碌碌无为地活着，活着就要多为群众
做些事情。我的姨爷爷就是这样一名党员，“闲不住”的他
要把“幸福感”传递给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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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第一次去外婆家，妈
妈告诉他，去外婆家必须坐火
车。

当他们随着人流来到检票
口时，儿子问：“妈妈，这么多人
都干啥呢？”

妈妈说：“坐火车呀。”
儿子更奇怪了：“他们都去

外婆家吗？”

都去外婆家

听话的鱼宝宝
爸爸带儿子去钓鱼，半天

也没一条鱼儿上钩。
爸爸解释说：“鱼在水下开

大会呢，鱼爸爸鱼妈妈告诉它
们的孩子不要上钩，不然会送
命的。”

不一会儿，旁边的人钓上
一条鱼，儿子大叫道：“快看，那
个叔叔钓到一个不听话的孩
子！”

最后，爸爸一条鱼也没钓
到，儿子说：“今天水里都是听
话的孩子了。”

用拼音代替
儿子跑来问爸爸：“爸爸，

‘欢迎’怎么写啊？”
爸爸正在忙，头都没抬：“不

会写的字先用汉语拼音代替。”
儿子应了一声。
忙完后，爸爸拿起他的作

业看，发现汉语拼音写词语一
项里竟然全照抄了上面的拼
音。

小红枣
妈妈做了个乌鸡枸杞汤。
女儿指着汤里的枸杞问：

“妈妈，这是什么？”
妈妈：“这是枸杞子。”
女儿满脸疑惑地说：“我还

以为是刚出世的红枣呢。”

一位年轻妈妈抱着女儿进
了医院。女儿天真说：“妈妈，
我们来干嘛？”

妈妈：“打针啊。”
女儿：“干嘛要打针？针做

错什么事了吗？”
五分钟后女儿开始大哭：

“ 这 是 针 打 我 ，这 是 针 打 我
……”

打 针

一对父子去餐厅吃饭。
服务员：“请问想吃什么？”
儿子：“爸爸，我想吃晕

菜。”
爸爸：“什么是晕菜？”
儿子：“你看菜单上写着呢。”
爸爸拿起菜单，看到上面

写着两个字：“荤菜”。

吃“晕”菜

连云港市金山镇远庄小学六（5）班
张梦妮最喜欢教室外的那一排杨树，

“每次透过教室的窗户望去都是满眼绿
色，真是一种享受。”

远庄小学是一所环境优美的村小，
校园里绿树成荫、花草遍地。同学们特
别珍惜这片绿色，争当环保小卫士。张
梦妮说：“课堂上老师教给我们很多环
保知识，教室里的黑板报、教室外的宣
传栏，都在告诉我们，自然环境的好坏，
与每个人的行为息息相关。”

主动清扫地面垃圾、放学后自觉关
灯、拧紧滴水的自来水龙头、检查厕所
是否有水滴漏……同学们知道，自己每
少浪费一点水电，少扔一张废纸，家乡
的环境就会多一分美好。

不仅如此，小卫士们还把环保行动
延伸到校外。五（2）班成思慧将自己设
计的手抄报带回家，“爸爸你看，塑料多
年难降解，以后我们家要少用塑料袋
啊。”爸爸非常认可，也用实际行动支
持，从此成思慧家的塑料袋基本“绝
迹”。不用一次性筷子，家里换上节能
灯等，孩子将在学校学到的环保知识带
回家，带领全家人践行环保。

课余时间，六（1）班成姝林和伙伴
们拿着工具来到附近的幼儿园，为小朋
友们打扫场地。看着大哥哥大姐姐忙
碌的身影，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好奇地问
这问那，成姝林就给小朋友们讲解环保
知识，让他们也知道，保护环境，即使是
学龄前的小朋友也能行。

成姝林还和小伙伴们走进社区，向
村民分发印有环保知识的宣传单，普及
环保知识。有的老人不识字，他们就大
声把宣传单上的内容念给老人们听；有
的村民对环保知识不太理解，他们就会
变成小老师，耐心地给村民们讲解。成
姝林说：“只有让更多人了解环保的重要
性，我们的金山镇才会变成‘绿水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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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叫宿迁的地方，有一个叫余娟的女
孩，她心地善良、助人为乐……”一首《好孩子》
之歌在骆马湖畔、马陵山麓传唱至今。这个“好
孩子”就是当年被共青团中央授予“英雄少年”
称号的韩余娟。1983年的一个晚上，宿迁县塘
湖乡中心小学三年级学生韩余娟，为了抢救她
照顾两年多的七十多岁孤寡老人傅奶奶，在房
屋倒塌的一刹那，不顾个人安危，奋力将傅奶奶
推到安全处，自己却被倒下的屋梁砸中，身负重
伤，抢救无效不幸牺牲，花样年华永远停留在了
12岁。

为了纪念韩余娟，塘湖乡中心小学改名为
宿迁市余娟实验学校。现在校园内，不仅有她
的塑像、事迹展馆，同学们还人手一本《党的一
朵小红花》校本教程，学习韩余娟的事迹和精
神。初二（2）班杨子悦是“韩余娟事迹展馆”的
小讲解员，她说：“余娟姐是我们的骄傲，更是我
们的榜样，作为她的校友，我要把她的故事传颂
下去。”

“余娟姐平时就是一位人人交口称赞的好
少年。”初二（2）班罗翔文对韩余娟的故事如数

家珍，“她拾金不昧，及时
上缴捡到的两角七分钱；
她要求进步，当上了‘学雷
锋小组’组长；她生前最爱
唱的歌是‘党的温暖像太
阳，党的关怀像妈妈，我是
党的小红花’。”

“做党的一朵小红花”是小英雄韩余娟短暂
的一生中崇高的追求。1984年，共青团中央授
予她“舍己为人小英雄”的光荣称号，时任国家
主席李先念题词“向少年英雄韩余娟学习”。同
年，教育部号召全国小学生向“舍己为人小英
雄”韩余娟学习，推荐全国小学生阅读《党的一
朵小红花——韩余娟》。

在建党百年的历史时刻，小英雄的母校再
次掀起了学习韩余娟精神、做党的一朵小红花
活动的热潮。同学们坚持每天阅读和锻炼一小
时，坚持每周参加一次社会实践和社团活动，争
做一名像少年英雄韩余娟一样“孝亲敬长、诚信
友善、乐学善思、助人为乐、勇于担当”的有家国
情怀的“尚善少年”。

重阳节前夕，我带领《关心下一代周
报》的部分小记者到王庄村寻访了战斗老
英雄——94岁高龄的马维龙爷爷。马维龙
爷爷1947年入伍，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参加过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

和抗美援朝等，立一等功 1 次、三等功 13
次。马爷爷胸前的三枚军功章熠熠生辉，
这闪亮的军功章告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
活来之不易，要格外珍惜！有着73年党龄
的马爷爷虽然思维不复当年的敏捷，但仍

念念不忘勉励孩子们要“听党的话，好好学
习”！

重阳节后，我又带着小记者们慰问了
官庄社区的仲济莲奶奶，她是“光荣在党50
年”纪念章获得者。1946年，18岁的她就成
为一名共产党员，如今已有75年党龄！她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担任过我们赣榆县
官河区的区长，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了
一辈子。今年同是94岁高龄的仲奶奶勉励
小记者们要“跟党走，好好干”！

马爷爷与仲奶奶是我们9500万中国共

产党党员的代表，他们是我们新中国的脊梁。
孩子们，今年是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听党话，跟党走”不仅仅
是老一辈对我们的殷殷嘱托，更应该是我
们青少年发自内心的一种自觉、一种信念，
也终将化为我们的一种行动，成为我们的
一种使命。孩子们，我们从小要努力学习
文化知识，长大后做工作岗位上的一颗合
格的“螺丝钉”，成为一名有本领、有担当的
新时代的开拓者、奋进者，用自己的青春为
中国梦涂上绚丽色彩。

牢记我们的使命
连云港市徐山中心小学教师 杨少华

在我的眼中，妈妈就像一只凶
猛的“老虎”。一次，我的数学没考
好，她眉毛一竖眼睛一瞪，张嘴就
吼：“这种题目你都做错？是不是平
时上课没有认真听课？我都不知道
怎么说你！”此时，我早已心跳加速、
浑身哆嗦，妈妈的额头上好像写了

“王”字，吓得我头都不敢抬一下。
过了许久，一个熟悉的声音传

来，“必胜客送来了，让裳裳先吃

吧！”天呐，我的“吉祥物”爸爸终于
敢发话了。“吃饭？就你惯着她，数
学是你‘分管’的吧？我还没找你
呢！”虎妈一句话就断了我的念想，
空气里弥漫着硝烟的味道！

每次与妈妈“斗法”，爸爸总是
输的那一方，“老虎”比他厉害好多
倍呢。但他也总能及时用灵敏的鼻
子嗅出危险的气味。

家里静得出奇。看来，今天晚
上我惦记已久的“烤鸭匹萨”是吃不
成了，我捂着肚子伤心落泪。“裳裳，

怎么啦？哪里不舒服啦？”一只温暖
的手托住我的额头，我清晰地记得，
这是妈妈的温度。一抬头，“老虎”
脸上的怒气已消，满是关切的神情。

晚饭后，妈妈坐在书桌前，一道
一道地帮我分析错题的失分原因。
她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孩子，考试
是对你平时所学知识的检验，做错
了不怕，只要你能从中总结经验，下
次别犯同样的错误就行。”我抬头，
看着妈妈温柔而充满期待的眼神，
用力地点了点头。

“虎妈”也温柔
淮安市新安小学四（14）班 倪 裳 指导老师 孙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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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 瑞 通讯员 张思瑶位于南
京市市中心的长江
路，素有“一条长江路，半部南
京史”的美誉。在这条法桐成荫、富有浓

厚历史文化气息的街道两旁，矗立着许许多多
红色地标建筑，如梅园新村纪念馆、“五·二〇”

学运广场等，无声地讲述着党的历史和中国
革命的故事。前不久，红领·汇杰楼宇关

工委在长江路小学举办“寻访红色印
迹，讲好长江路上的党史故事”红

色革命主题教育活动。聆听红
色故事、寻访革命足迹，队

员们在这些历史遗迹里
寻得了“红色宝藏”，

心中的“红色楼
宇”也巍然耸

立起来。

从红色地标汲取“红色动力”

戎马一生的开国将军
三次过草地，五次爬雪山；排除万难，

艰苦训练成为我军第一批飞行骨干；参加
抗美援朝战争英勇杀敌，击落击伤 117架
美机……在南京市军休讲师团成员、原南
京军区装备部师长袁晓刚的讲述中，队员
们认识了一位战功卓著的开国少将——
袁彬将军，了解了他经过革命洗礼，逐渐
成长为一名忠诚于党、信仰坚定的共产主
义战士的传奇一生。

“袁晓刚是袁彬将军之子，他饱含深
情的讲述将袁将军的形象深深刻进我们
的心中。”听完故事，二（4）班周昱彤郑重
地向袁爷爷敬了队礼，“作为班级第一批
入队的少先队员，我一定要好好珍惜这
份荣誉，为红领巾增光添彩。”

承载初心的红色地标
随后，在楼宇关工委胡素珍和潘新生两

位“五老”的带领下，队员们来到梅园新村纪
念馆参观。1946年5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
团进驻梅园新村，与国民党政府进行了长达
10个月的谈判斗争。纪念馆再现了周总理
和老一辈革命家在暗藏凶险的敌人心脏，把
生死置之度外开展工作的场景，生动展现了
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使命。

在阔步向前的周总理铜像下列队，在一
件件珍贵的史料文物前驻足，聆听有着几十
年党龄的胡奶奶和潘爷爷讲述红色故事，队
员们心潮澎湃。“置身其中，我更深切地感受
到是无数先辈们付出了鲜血与生命，才换来
了今天和谐幸福的生活。”四（3）班王羽曈准
备将长江路上的红色地标寻访个遍，更多地
了解党的历史，汲取红色力量。

传承薪火的精神纽带
长江路周边，现代化的高楼鳞次栉

比。为了在这些“竖起来的社区”引入“红
色动力”，更好地服务楼宇内职工子女及青
年职工，作为南京首个以楼宇为单位建立
的关工委——红领·汇杰楼宇关工委，自
2018年8月揭牌以来,定期组织“五老”志愿
者开展道德宣讲、科技宣传等活动，还邀请
革命前辈讲红色故事、全国劳模做演讲、南
博专家开课堂。

红色地标赋予了城市厚重的内涵，更
给了后人坚实的精神根基，一代代人红色
基因的薪火相传，红色江山才会更加坚
固。上学路上，五（2）班高梓轩路过这些红
色地标时，脑海里便会回响起听过的红色
故事。他说：“作为一名生在红旗下、长在
新时代的少年，我要继承发扬红色精神，刻
苦学习，增强本领，长大为建设家乡、报效
祖国做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