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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看到儿子学习不够刻
苦，就用古人好学的故事开导
他。

爸爸：“古时候有个叫孙康
的人，家里很穷，没钱买油点
灯，于是他就借着雪映的光读
书，后来成了大学问家，你应该
向古人学习。”

儿子听了，用力点点头说：
“我记住了。”

过了一会，爸爸来到儿子
房间，只见儿子正望着窗外发
呆。他十分生气地问：“你怎么
不读书啊？”

儿子：“我在等下雪。”

向古人学习

儿子刚上小学，妈妈叮嘱
他：“在学校要听老师的话。”

儿子眨巴着眼睛问道：“那
老师要听谁的话？”

妈妈愣了一下说：“老师当
然要听校长的话啦！”

儿子皱了皱眉又问：“那校
长是谁呀？”

妈妈解释道：“校长管理学
校所有的老师和学生……”

儿子打断了妈妈的话，恍
然大悟地说：“原来校长就是看
大门的老爷爷呀！”

校长是谁

吃青菜长高
儿子很怕吃青菜，每顿饭

妈妈好说歹说他才肯吃一点。
妈妈：“小孩子要多吃青菜

才能长高。”
儿子：“妈妈骗人，青菜都

没我高！”

爸爸专门为儿子制定了作
息时间表：早晨7点10分起床，
吃早饭，上学；中午 11点 30分
吃饭，13点上学；17点半吃饭，
写作业，20点30分睡觉。

儿子看了看作息时间表，
很是生气，对爸爸说：“为什么
一整天都不让我上厕所？”

缺一项

为了锻炼乐乐的计算能
力，爷爷买了许多零食，在家和
乐乐玩模拟超市游戏。

乐乐：“饼干多少钱一袋？”
爷爷编了个好算的数：“1

元。”……
就这样，爷爷和乐乐进行

了多次模拟超市游戏。为了检
验学习成果，爷爷让乐乐去小
卖部买袋饼干。

乐乐一进店就问老板：“饼
干多少钱一袋？”

老板：“2.5元。”
乐乐听了扭头就走：“太贵

了，爷爷家才卖1元钱。”

不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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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种疫苗，我们不紧张

天刚蒙蒙亮，寒风刺骨，同学们在家
长的陪伴下走进卫生院。医院的接种工
作已在井然有序地展开。同学们排队接
受医生的问询，登录信息后接种疫苗。五
（3）班韩淑洁看到医生拿起针管时，长长
的针头让她心里一阵紧张。医生一边安
慰她说“不疼、不疼”，一边慢慢将液体推
入她的臂膀，“有一点儿痛，但并没想像的
那么痛。”

接种结束后，红领巾们怀着好奇参观

了卫生院，了解医护人员在抗疫中的工作
情况。韩淑洁了解到，接种工作人员都经
过了专业的培训和严格的考核，必须按照
规范操作程序进行接种，目的就是保证接
种的绝对安全。一位护士阿姨还给大家
看了打疫苗的针管，是一次性使用的，接
种时针管只需向前推 0.5 厘米。韩淑洁
说：“为了保证注射疫苗安全，医生们
真是想尽了办法。我们还有什么好
紧张的呢？”

聆听故事，致敬抗疫英雄

医生阿姨介绍，在我国 3 至 11 岁儿童
中，新冠疫苗接种人数已超过 1.4亿，这个
数字把六（4）班郑经纬吓了一跳，他问阿
姨：“要为这么多小朋友接种疫苗，你们累
不累？”医生阿姨答道:“选择从事医生这个
职业，救死扶伤，为国效力，是非常光荣
的。现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为了人民的
安全，我们累一点也值得。”

六（5）班龙欣沅从一位护士阿姨那
里听到了更多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
员的故事：“他们天天穿着防护服，戴着口
罩、手套和眼罩，在隔离病房一呆就是 6
小时。这 6小时里他们不能喝水、上厕所，
眼罩戴久了就会起雾，但他们仍然透过汗
水雾气聚精会神地进行手术。”聆听故事，
让同学们对抗疫英雄肃然起敬。

助力抗疫，我们也可以

夹山卫生院的院长是一位从医三四十
年的资深医务工作者，他告诉同学们：“对
比国外，我国的疫情得到了基本的控制，这
要归功于每个人的努力。作为医院，上级
发布命令，我们就必须毫不动摇地执行。
作为学生，你们按要求接种疫苗、戴好口
罩，这也是在为抗疫做贡献。”

“长大想当医生吗？”当一位医生
问同学们，六（4）班杨淑雅和大家一

起大声回答：“想！”成为医生一直
是杨淑雅的志向，她问：“怎样做

才算是一名合格的医生呢？”医生回答：
“合格的医生，首先要有救死扶伤的信
念，治病救人是每个医生的天职和使
命。要勇于担当和切实履行职责。”这句
话被杨淑雅牢牢记在心里。

新冠疫情还在世界许多地区蔓延，而
我国却成功地控制住了疫情，人们能够正
常地生活。很多人在问：这是怎么做到的
呢？夹山小学的红领巾们通过这次寻访找
到了答案。

“京口瓜洲一水间”，就在当年大诗人
王安石笔下镇江到扬州的江面上，横卧着
一座气势恢宏的悬索桥——润扬大桥。
大桥中间的世业洲上，有一座纪念馆，除
了展示有关桥梁的科学知识，还讲述着镇
江籍著名桥梁大师茅以升先生的生平。

“桥梁背后复杂的工程技术，凝聚了
设计者和建造者的智慧和汗水。”镇江市
丹徒区世业实验学校四（2）班王程萱作为
学校茅以升中队的一员，经常去纪念馆寻
访，了解了许多茅以升先生与桥的故事，

“茅以升是中国现代桥梁设计与建造的先
驱，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祖国的桥梁事
业。”

一张木桌，一把藤椅，一排满是专业
书籍的书柜……纪念馆内，“复制”了茅以
升北京家里原来的书房。“茅爷爷从小立
志，勤奋好学。”王程萱常与同学分享茅以
升小时候的故事：茅爷爷 10岁那年的端
午节，家乡举行龙舟比赛，看热闹的人把
桥压塌了，砸死、淹死不少人。这让他暗
下决心，长大了一定要造出最结实的桥。

“从此，茅爷爷只要看到有关桥的文字就

抄在本子上，遇到有关桥的图画就剪贴下
来，积攒了厚厚的几大本。”

看着馆中珍藏的上千件茅以升先生
的遗物和图文资料，四（1）班张艺潇懂得
了什么是爱国情，“茅爷爷在美国获得博
士学位后，毅然回国架设中国人自己的大
桥。”上世纪30年代，茅以升在国弱民贫、
工程技术落后的情况下，主持修建我国第
一座公路铁路两用的现代化大桥——钱
塘江大桥。可通车不久，为了不让侵华日
军占用，茅以升接到命令后亲手点燃了导
火索，炸毁了这座饱含自己心血的大桥。
抗战胜利后，他又克服重重困难将钱塘江
大桥重建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茅以升为修建武汉长
江大桥付出巨大心血。从此，一座接一座
跨江大桥把大江南北“缝合”得越来越紧
密。“我的家乡世业洲因为润扬大桥，才有
了如今翻天覆地的变化。”四（1）班周俊熙
心中也架起了一座通往未来的“桥”，他
说：“我们不仅要以茅以升先生为傲，更要
向他学习，从小立志用知识和本领为家乡
发展做贡献。”

声声铿锵，
诵读心中爱国情

本报记者 朱 雯 通讯员 罗 宏

陆九渊，抚州金溪 (今属江
西)人，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
家。他所在的家族金溪陆氏是
著名的“义门”家族。陆九渊
和五位兄长九思、九叙、九皋、
九韶、九龄，皆学识不凡、卓
然有成。

陆九渊在兄弟中排行第
六，从小就受到良好家风的
熏陶。他的父亲陆贺“采先
儒之礼”，以礼治家；他的四
哥陆九韶制定《家制》，主
张“居家必先正本”，“本”就
是孝悌忠信、读书明理，而
后方能为贤为智。陆氏治
家有两大特点:一是“鼓磬
聚合，为歌寓警”；二是奉行

“家国同构”理念，由家长一
人主持家政，组织生产，众子
弟轮流协助管家，余则各司其
职，使得陆家农、商、儒三业并

进，成为金溪名门望族。
在家风的影响下，陆九渊热

心于讲学讲授，弟子遍布江西、浙
江诸地。在长期的讲学实践中，
他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教育思想理
论，认为教育对人的发展具有存
心、养心、求放心和去蒙蔽、明天
理的作用。他要求人们在“心”上
做功夫，以发现人心中的良知良
能。他主张学以致用，其目的是
培养出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人
才，报国为民。这些教化启迪人

“心”，当然也包括他的后人。
金溪陆氏家族延绵迄今已近

千年，子孙代代贤良、名人辈出，
将家族的优良家风传承至今，生
生不息。

陆九渊：学以致用 报国为民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唐代诗人孟郊的
一首传诵古今的《游子吟》道出了人世间最诚挚、最深
切的母子深情。

母爱是伟大的，从我们发出第一声啼哭，是母亲
赋予了我们生命；从我们开始牙牙学语，母亲便教给
我们做人的道理，抚育我们成长；从我们迈入学堂，母
亲给予的是无尽的关怀与爱护；当我们走向社会，母
亲给了我们最真挚的思念；当我们受伤、跌倒时，母亲
是我们坚强的后盾，为我们遮风挡雨……

同学们，当我们幸福地点亮生日蜡烛时，是否想
到了母亲？我们能为母亲做些什么？看着母亲眼角
渐渐生长的鱼尾纹，那是岁月夺去了她的青春；握着
母亲布满厚茧的手，那是为生活奋斗的痕迹；望着母亲

日渐憔悴的面容，那是为儿女成长操劳的见证。
一年又将过去，让我们在这个寒冬给母亲献上最

真挚的爱：给妈妈送上一张贺卡、一枝康乃馨，给她一
个拥抱、一个吻……让我们一起感恩母亲，把我们对
母亲的爱，把我们心中涌
动的感恩、思念、祝福
……都说给母亲
听吧！让我们用
优异的成绩来回
报母亲，最后让
我 们 大 声 说 一
句：“妈妈，我爱
您！”

沛县栖山镇孟寨小学教师 韩方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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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去夹
山卫生院接种

第二针新冠疫苗
的通知后，连云港

市夹山中心小学的
同学们便决定利用这
个机会，走进夹山卫
生院，开展一次防

疫抗疫的寻访
活动。

“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
纺着疲惫的歌……”在第三届中华经典诵写
讲大赛“诵读中国”经典诵读大赛中，淮安市
清江中学朗诵社团获得全国一等奖第二名的
好成绩。

“辛苦训练终于有了收获。”作为社团成
员，高二年级国防实验班的顾月萌十分自豪，

“我们多次获得全国、全省大奖，连续十多年
蝉联淮安市朗诵大赛特等奖！”说起社团获得
过的荣誉，顾月萌如数家珍，“从小就听闻朗
诵社团的大名，考入清江中学后我第一时间
报名参加这个社团。”朗诵看起来简单，可在
清江中学众多的社团中，朗诵社团不仅门槛
最高，竞争也最激烈，“除了普通话要标准、声
音条件好，对外在形象气质也有要求。”回想
起自己当初考社团的经历，顾月萌记忆犹新，

“我们参加考试的将近 100人，最后能留下来
的只有二三十名同学。”

身体站直、咬字清晰、动作自然……每周
四下午，排练室内，总能响起指导老师和同学
们一遍又一遍铿锵有力的朗诵声。就是在这
样枯燥的训练中，高二（12）班齐宇脱颖而出

成为领诵，“我从小就喜欢朗
诵，一直以为朗诵的门槛不
高，进入社团后才知道不是
这样。”刚进社团时，老师对
他的评价是“声音条件很好，但
情感表达不到位，还有点驼背”，
于是，他找纪录片看，一遍遍揣摩情感，课间
一有空就拿着朗诵稿读，请同学听并提意见，
晚自习回家后对着镜子练习……初赛时，他
领诵《青春中国》里的第一句“用茫茫的夜色
作墨，用疮痍的土地作纸”，面对苦难的旧中
国，那股悲痛又无力的情感被他表现得淋漓
尽致。

“在社团里，我学会了如何与其他成员们
合作。”高二（13）班曹尹儿是朗诵特长生，也
是市朗诵协会会员，刚加入社团时，她和同伴
衔接起来总是不自然，中间会产生“气口”。
老师将他们的朗诵录下来放给他们听，然后
再指出问题重新磨合。这次决赛，她和同伴
领诵《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动作整齐划
一，情感过渡自然，让人热血沸腾，展现了清
江学子的青春风采。

本报记者 郭 瑞 通讯员 巫先花

大声说出“妈妈，我爱您!”

心中架起
通往未来的“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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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尖对决”掀起“汉字风暴”
本报记者 郭 瑞 通讯员 朱 斌

听音写字，看图猜诗，选字成诗……
日前，在扬中市第六届中小学生汉字听写
大赛上，小选手们用一场高水平的“笔尖
上的对决”，把汉字的语言之美、文化之
美、历史之美演绎得淋漓尽致。

为引导广大同学们规范用字、规范书
写的好习惯，不断提高语文素养，扬中市
已连续六年开展汉字听写大赛。比赛听
写的内容除了部编教材中规定学生掌握
的字词，还包含名胜古迹、地名特产、名人
名篇中经常涉及或使用的字词。“西域在
哪里？”赛场上，扬中市第一中学七（8）班
王科涵在四个选项中犹豫了很久，突然想
到的一句古诗“西出阳关无故人”，这让他

确定了答案。“多看多背多写，才能印象深
刻。”这次比赛，王科涵获得了第二名的好
成绩。喜欢在汉字海洋里遨游的他，收获
着祖国语言文字给自己带来的滋养，

“‘习’字的繁体是‘羽’字下面加一个‘日’
字，意思是鸟要想学会飞翔，就要日复一
日地勤学苦练，这个字也告诉我们，学习
本当勤奋而刻苦。”

喜欢古诗词的扬中市外国语中学九
（9）班包羽辰，过关斩将再次摘得桂冠。
这是她第四次参加比赛，前两次都没有获
得名次，但是她没有气馁，“看到生僻字我
就花时间去查，并用一个小本子分门别类
地记录出处和含义。”随着词汇的丰富，包

羽辰的语文成绩提高了，作文水平上升
了，连理科的学习也有了很大进步。

横平竖直皆风骨，撇捺飞扬是血脉。
汉字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其中饱含博
大的文化内涵和精深的审美意蕴，是中华
文明灿烂的瑰宝之一。这次大赛的主题
是“弘扬传统文化，书写中华文明”。比赛
所掀起的“汉字风暴”，让同学们从汉字中
体会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激发他们的文
化自信和爱国之情。“掌握大量汉字词汇，
不仅在沟通中很实用，也能陶冶情操，收
获心灵的丰盈。”王科涵认为，在“屏”时
代，很多人提笔忘字，所以要更加重视汉
字，重视书写，把中华文化传承好。

“四个伟大成就”
书写恢宏史诗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
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全面、
系统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创造的

“四个伟大成就”，党和人民百年奋
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
恢宏的史诗。

史诗的第一个篇章叫“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把中国人民团结起
来，汇聚成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
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革命洪流，彻底解决
了中华民族“被欺负”的问题，中国人民从
此站起来了，用《决议》的话说就是“实现
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第二个篇章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时期”。中华民族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组织

起来了。这个“新”，“新”在“社会主义”。
它实现了人人平等和团结、集中力量办大
事。实现了从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
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

第三个篇章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华民族开始“富起
来”了。国家富起来了，用《决议》的话说
就是“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
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

破”；同时人民生活好起来了，用《决
议》的话说就是“实现了人民生活从
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
康的历史性跨越”。

第四个篇章叫“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时代”。中华民族开始“强起

来”了。这个“强”不是简单的“拳头厉
害”，而是“身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好）、“体健”（实现全面小康、摆脱绝对贫
困）、“精神棒”（充满自信、平视世界）。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
写下的四个篇章，篇篇都是中华民族几千
年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内容。大家在感到
自豪的同时，也要明白更加辉煌的明天在
等待我们去书写！

南京市赤壁路小学：

本报讯 12月 27日，“童心向党·燃情冬奥”江
苏青少年原创“印记·冬奥”印章寄送仪式在南京市
赤壁路小学举行。活动中组织了冬奥知识竞赛，少
先队员们积极抢答，现场氛围热烈、掌声不断。学校
篆刻社团的“赤小娃”们还分享了自己创作的以冬奥
场馆为素材的篆刻作品，并在现场打包寄送给冬奥
组委会，为冬奥会送上自己的祝福。

（通讯员 宋 蕴）

慰问烈属 学习英烈
本报讯 12月25日，苏州市吴江区芦墟实验小

学学生慰问当地的烈士家属、95岁的退休老师费德
圻。活动中，费奶奶给同学们讲述了自己的叔叔葛
鹤年烈士的事迹。新中国建立初期，盘踞在台湾的
国民党空军的飞机几次轰炸上海。作为解放军上海
空军司令部高射炮指挥所的一名战士，葛鹤年坚守
战斗岗位，沉着勇敢地参加了击退敌机的战斗。
1951年 1月 23日，葛鹤年因公牺牲，年仅 18岁。听
着费奶奶深情的讲述，同学们眼眶湿润了，纷纷表示
要更加刻苦学习，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努力。

（通讯员 张 俊）

苏州市芦墟实验小学：

篆刻印章 祝福冬奥

图为赵巍（右一）及团队与试验样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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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仪征中学、仪征市实验小学
相继开展了学习杰出校友赵巍的活动。原

来,赵巍前不久入围了 2021年中国科学院年度人
物，他潜心钻研、科研攻关的故事在两校师生的朋友圈

热转。赵巍的科研故事还让同学们联想到许多在工作岗位
上默默奉献的科研工作者，他们的故事激励着同学们从小心系

“国家事”、肩扛“国家责”。
“赵巍叔叔是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先进推进动

力团队的领军人物！”了解到赵叔叔和他的团队成员历经十余
年技术攻关，在国际上首次实现新型气动布局航空发动机原
理验证,仪征中学高二（1）班孙叶晗感到十分自豪，“但深入了
解了赵叔叔的科研经历后，我更懂得，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
功。”航空发动机的研制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和综合国
力，而中国曾是联合国 5个常任理事国中唯一不能独立研制
先进航空发动机的国家。经过几十年潜心研究，中科院工程
热物理研究所徐建中院士提出一种颠覆西方传统的“新原理
航空发动机”构想。赵巍被徐院士的想法所吸引,也深受徐院
士航空报国精神感染,踏上了航空发动机自主创新的征程。
后来，他承担核心技术之一——对转涡轮气动设计工作。赵
巍每天起早贪黑，争分夺秒做研究。“在一次次推倒重来之后，
赵叔叔的团队终于走通了从原理到设计再到生产的整个链
条，新原理高推重比发动机终于完成了样机集成，成功验证了
创新理论。”赵巍叔叔和研究员们勇攀科研高峰的创新精神和
潜心研究的钻研精神，让仪征市实验小学六（12）班鲁熙瑶深
感敬佩。

赵巍的科研故事也让同学们想到了许许多多其他领域的
科研工作者。“‘两弹一星’元勋任新民爷爷曾说，‘我一辈子就干

一件事’。”这让仪征市实验小学六（12）班汪嘉盛感受到科学家们
搞科研的专注和心无旁骛，“我想这份坚守，源自他们的爱国心和
对自己事业的热爱。”仪征中学高二（1）班经历同学将来想从事芯

片研发工作，“习爷爷曾说，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
不来的，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
国家安全。现在，我正在努
力学习和拓展自己的物理
知识，希望将来可以为

研发‘中国芯’贡献
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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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商务印书馆等联合主办的“汉语盘点

2021”年度字词揭晓，“治”“建党百年”“疫”“元宇宙”分别当选年度国内字、国内词、国
际字、国际词。结果一经发布，引起同学们的热烈讨论，大家纷纷回顾自己的2021，
并总结出自己的“年度热词”——

“抗疫”是泰州市姜堰区第二
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康华校区三（4）

班朱宸熹的“年度热词”。今年年
初，朱宸熹就与妈妈一起利用网络关

心“就地过年”的小伙伴；化身防疫志
愿者，在小区、校园门口测量体温，提醒

大家戴好口罩；前不久，她还勇敢地卷起
袖子，接种新冠疫苗，为抗疫献上“一臂
之力”……一次次活动中，朱宸熹变得
更加热心、勇敢。虽然现在疫情还有局
部的反复，但对比前年刚暴发时大家的
手足无措，朱宸熹感受到祖国防疫政策
的正确性与科学性。转眼 2022年就要
到来，朱宸熹希望在祖国的“智理”下
疫情可以快快“消散”，北京冬奥会能
够成功举办，向世界展现中国风采。

淮安市楚州中学高三（4）班徐士雯的“年

度热词”是“强国有我”。在她看来，2021年是

热血的、是红色的。从党的百年征程到中国航

天者们热血拼搏拉近与浩瀚宇宙的距离，再到

袁隆平爷爷择一事终一生的“禾下乘凉梦”。革

命先烈、奋斗者们将自己的梦与中国梦相融合，

并为之不断拼搏，这让徐士雯瞬间“破防”。之前

徐士雯觉得学习是为了自己未来更好地生活，

“现在我明白努力学习更是为了祖国灿烂美好的

明天。让我们一起努力，不负韶华，积极践行‘请

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铮铮誓言！”2022年，徐士雯

希望自己可以保持奋斗姿态，考入理想大学，将

来成为一名医学科研人员，在新时代的舞台上留

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些“年度热词”，在我们心中留下许多难忘

的记忆。我们带着收获挥别2021年，带着希望与

冲劲迎接2022年。你好2022，我们准备好了！

常州市局前街小学六（3）班邵梓轩将

“双减”作为自己的“年度热词”。寻访家乡

古迹、阅读课外书拓宽知识面、参与书法社

团活动……“双减”之后，不仅课外生活更加

丰富多彩，而且学校开展延时服务、制定个性

化作业，还让他的成绩提升不少，“爸爸妈妈

也更放心我参加各类活动了。”社团课中，邵梓

轩和同学们一起赏析了《兰亭集序》中的20个

“之”字，发现它们的写法各不相同，这让他对

书法有了全新的认识。最近，邵梓轩正苦练书

法，计划在学校办一次书法展，让更多人感受

书法魅力。对于即将到来的2022年，邵梓轩充

满期待，“希望在‘双减’的推动下，在学校和老

师的带领下，我能收获更好的自己！”

上图为邵梓轩和同学们一起欣赏
书法作品。

下图为朱宸熹在小区门口为居民
测量体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