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秋姑娘穿着她的黄幔裙
子悄悄离开时，冬姑娘便来了。

冬天是美丽的。看，不管
是路上还是窗户上，都结了一
层薄薄的霜，仿佛是一层轻盈
的薄纱，一束温暖的冬阳从天
空斜射下来，照在人身上暖暖
的，也给银装素裹的冬天增添
了一丝生趣与热烈。

冬天是纯洁的。瞧，松树
的枝干上压着一层雪，白雪下
的松枝露出一点碧绿，为这白
皑皑的世界增添了一分绿意。

冬天是寂寞的。看，走进
公园，河边柳姑娘的头发夏天
还是碧绿的，可如今却泛着枯
黄；夏天，爬山虎还是嫩绿的，

但现在已经一片叶子都见不到
了，只剩下蜘蛛网一样的枯茎；
秋天神奇的枫树也没了一点精
神，那满树火红的小火苗现在
也只有几片黄叶在树枝上飘
动；那高大的樱花树此时也掉
光了叶子，在瑟瑟风中略显凄
凉；悬铃木上只剩下一个个孤
单的小铃铛在寒风中摇曳着；
公园假山旁的小池塘里漂浮着
一些枯枝败叶；紫藤上也见不
到一朵花了……公园中行人稀
少，偶尔有人走过，也都“全副
武装”:有的戴着口罩，有的戴
着耳罩，有的裹着围巾，有的戴
着帽子……挺拔的竹子和香樟
树还挺立在风中，发出“沙沙”

的声响。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虽

然冬天凄冷，但也充满生机，那
冬眠的小动物，难道不是为了
下一年春天的快乐么？那凋零
的花朵，不是为了来年更美丽
的绽放吗？那寂静的田野，只
是为明年秋天的丰收做好准
备，真是“冬天来了，春天还会
远吗”？

度过了百花争艳的春天，
骄阳似火的夏天，金风飒爽的
秋天，终于到了银装素裹的冬
天，我爱冬天!

指导老师：姜勇

冬 天
市实验小学504 班 张梵熙

齐肩的黑发中掺杂着不少银
丝，那是岁月无情，鼻梁上架着一
副眼镜，灵动的眼睛中折射出年轻
的心态，儒雅的她，似是一束阳光
照亮了我们的周围，她就是我的语
文老师，张老师。

诗词歌赋从她的口中念出来，
好似潺潺的溪水缓缓流进心灵的
湖畔，浇灌着文学的种子茁壮成
长，手握一支粉笔，在黑板上写下
韩柳李杜文章，讲授孔孟老庄之
道。只要是她的课，我们都会坐得
端端正正，听得格外认真，那么到
底是什么样的课才能使我们这一
群调皮的小猴子安分下来呢？莫
急，且听我慢慢道来。

在她的课中，最令人难忘的非

文言文莫属了，或许有人会奇怪，
像文言文这一类的古文学不是最
枯燥最难懂的吗？怎么还会让人
十分感兴趣呢！的确是这样，可是
就算是再枯燥再难懂的文章，只要
到了张老师的手中，也会变得妙趣
横生起来，就拿这学期刚学的《赵
普》这一篇文言文来讲好了，明明
是单调无味的文言文，张老师却能
把它讲活了，这时的她已然成了一
个讲书的先生，连比带划，说得是
激情澎湃，文中的人物形象栩栩如
生，仿佛真的看到了赵普退朝后，
关门谢客，从书箱中拿出一部《论
语》认真翻读的影像，又仿佛看到
了，面对太祖发怒，赵普不卑不亢
拾起了奏章的碎片，带回家缝缝补

补，过几天又重新上奏的场景，这
些画面配上张老师循循善诱的解
读，这篇课文就像一部正播放着的
电影，在我们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所以每次听她讲文言文都
是一种享受。

张老师不管课上课下都是极
温和的，与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
就像一个活泼可爱的“大孩子”，有
同学犯了错，她既不惩罚也不批
评，只是一句淡淡的：“我让子弹再
飞一会儿，给你一次改正错误的机
会。”但如果第二次犯错误的话，这
位同学可就要被张老师请去办公
室喝茶了，张老师还善于为我们作
榜样，节俭、环保、爱干净等好习惯
无一不在她身上展现出来。与她
相处久了，自然而然地也会染上一
些好习惯、好作风，不知不觉中就
提高了自身的修养与素质。

张老师，遇见您是我初中生涯
中最大的幸运。

指导老师：杜明

我的老师
市实验中学初二（31）班 陈 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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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鲍华俊）近日，教育部
对第二批“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文
化艺术传承学校”认定结果进行了
公示，实验小学是东台唯一一所榜
上有名的学校。

实验小学申报立项成功的是
二胡项目。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

该校的“小红花”二胡艺术队便闻
名大江南北，曾在海安、如皋、盐城
等地巡回演出。培养出周维等数
位二胡演奏家，他们在国内比赛中
屡获大奖。近年来，随着“小红花”
艺术团的恢复成立，二胡艺术再次
登上高雅艺术殿堂。《梅香阵阵》

《最炫民族风》《人间最美四月天》
等二胡艺术精品节目不断在省市
获奖，登上了江苏省少儿艺术节、
首都全国少儿艺术节等。2017年，
十多名小选手登上中央电视台“群
英汇”，一展学校二胡教育的风采。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实验小

学将进一步利用好自编的二胡教
育拓展课程，让每一个对二胡学习
课程感兴趣的学生得到艺术的熏
陶，做大、做强二胡艺术特色教育，
从而促进全市艺术教育的全面、深
入、高质量发展。

从小培养艺术家 文化传承功劳大

市实验小学被教育部评为“全国中小学
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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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弶小）近日，弶港
镇小学被教育部综合认定为

“中小学国防教育示范学校”，
全国共618所学校获认定，弶
港镇小学是盐城市唯一入围
的学校。

2010年 9月，作为纪念抗
日战争胜利65周年和“中小学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月”重大
活动，市委宣传部在弶港镇小
学举行了新四军苏中军区海
防团团部旧址开放仪式暨全
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推
进会，1000多名党政干部、中
小学师生和群众代表接受了
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和国防
教育的洗礼。从此国防情愫
伴随着“红帆”精神萦绕在弶
小人的心中，挥之不去。学校
正是因为独具特色的国防教
育资源，从而走上了创建国防
教育示范校之路，而国防教育
也成为学校“红帆”文化建设
的一大载体。

为使国防教育落地生根，
近年来，弶港镇小学扩建了海
防团纪念馆，馆内面积达 200
平方米，学生可直观形象地了
解红帆历史及人民海军的发
展，开展系列探究活动；在家
长开放日和重大纪念日，对学
生家长和社会开放，放大了它

的影响。仅 2017 年，学校小
小解说员就接待了退役老将
军、新四军研究会、粟裕大将
的长子粟戎生中将、学生及学
生家长、社会各界人士等近万
人次，中央电视台也曾到该校
拍摄采访。

该校建成了“国防教育”
主题广场，陈列“红帆船”模
型，增加主题雕塑“红帆搏海”
和20米长廊，让学生走进学校
的那一刻就能感受到无处不
在的红帆精神，感受到强烈的
国防教育氛围；红帆长廊介绍
红帆人物，“红帆园丁”“红帆少
年”的事迹，让学生在英雄的故
事中、在身边人的事迹中获得
前进的力量。围绕国防教育，
学校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如征
文、绘画、手抄报、诗歌朗诵会
等，还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
等时间节点开展清明节纪念、
重阳节敬老 、“童心向党”入队
等主题教育活动。如 2016年
开展“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
年”主题活动，2017年开展纪
念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90周
年系列活动等。近几年，学校
被命名为盐城市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东台市党史教育基
地，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
家级国防教育特色学校。

弶港小学喜获“全国中小学
国防教育示范学校”

本报讯（艾雨华）日前，受
江苏省教育厅派遣，东台中学
政教处副主任冯小勇随“江苏
省基础教育课程建设与评价”
研修班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州立大学长滩分校，进行了为
期56天的考察与培训。

研修班成员由全省 13大
市29名小学、初中、高中的省
特级教师、省教学名师和教学
骨干组成，足迹遍及加利福尼
亚州、纽约州、华盛顿特区、马
理兰州等地。

研修期间，冯小勇老师聆
听了41场次的美国基础教育
专家、学者的各类专题讲座；
深入观摩了加州各县市10所
小学、初中、高中，重点考察了
不同学校的课程设置与日常
教学、评价情况；实地体验了
美国加州航空航天博物馆、美

国盖地博物馆、美国印等安人
博物馆、美联邦艺术馆等8处
美国中小学教育、教学实践基
地；利用加州州立大学安排的
45次自主研习的机会，面对面
采访了 15 位校长、教育年度
人物、任课老师，查阅了若干
加州及美联邦政府官方教育
网站，对美国部分州及联邦教
育大纲、入学、升学等教育规
定、教学理念等有了较为深刻
的了解。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赴
美研修班通过考察，让我们对
美国基础教育有了切身的体
验和进一步的认识。美国基
础教育凸显学生主体、彰显学
生个性，重视学生实践活动、
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理念和
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冯
小勇老师说。

东台中学冯小勇老师
到美国加州学校考察研修

“庆缘助我飞”连续三年资助贫困学生
记者 周洪悦 实习生 唐慕尧 文/摄

近日，市第一小学东关分校会议
室内暖意融融，2018 年“庆缘助我飞”
助学金发放仪式在这里举行。市庆缘
纸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邓兵、爱心人士
周长春和陈志红出资 3 万元，对我市
11 所学校 60 名学生进行资助。

“庆缘助我飞”爱心助学已连续
开展三年。“庆缘助我飞”助学金由阜
宁人邓兵先生设立。邓兵，2016 年被
评选为“东台好人”，2017 年获“盐城
好 人 ”称 号 。 2006 年 到 东 台 从 事 家
教，开始创业。2013 年成立东台市庆
缘纸品有限公司。缘于对教育和对
农村贫困学生的一份情怀和心愿，庆
缘公司把助学作为企业文化的一部
分，并于 2016 年设立“庆缘纸品公益
基金”，计划五年内持续对我市部分
贫 困 学 生 进 行 捐 助 ，帮 他 们 完 成 学
业。今年，“庆缘助我飞”对我市一
小、台东学校、海丰小学、五烈镇学校、
广山小学、廉贻小学等 11 所学校 60 名
学生进行了资助。

“爱心企业的叔叔阿姨，你们无
私的资助，让我们无忧地享受学习的
快乐，你们的大爱将会在我们心中生
根发芽……”助学金发放现场，受资
助 的 学 生 们 举 起 小 手 ，敬 上 少 先队
礼，表达对爱心人士的感激之情。受
资助的学生代表发言时表示，爱心企
业家的义举将成为其积极进取的动
力，他们要把受资助的这份感激与感
动化为更多对社会对他人的关爱与帮
助。

本报讯(李国林 朱霆)日
前，梁垛镇台南小学在秋季学
期散学典礼上，对各班涌现出
来的三好学生、优秀学生、体
育标兵、勤劳之星、书法能手、
进步之星等 524 名先进学生
进行了表彰奖励。

近年来，台南小学注重遵
循小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及
素质发展评价标准，坚持激励
导向，创新教育方式，建立学
生素质教育多元化评价及奖
励体系，“以奖促进，形成效
应”，以此充分发挥学生个人
天赋及特性，激发孩子励志向

上的内生动力。为此，该校在
加强和改进教学方式、提升教
学质量的同时，人性化地制定
了包括学习、文明、礼仪、纪
律、卫生、才艺在内的学生素
质教育考核评价细则。先后
成立了体育、文艺、书画、读写
等十多个学生社团，引导学生
培养广泛的兴趣，大胆发展和
展示自己的素质特长，收获成
功的喜悦，并把各班参加各级
各类文体活动竞赛、学生才艺
展示情况，作为学校评选“文
明班集体”“优秀班主任”的重
要条件。

台南小学不拘一格
奖励学生激发学习动力寒假中，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

找我，要我帮助制订一个寒假生活
计划。我想，这个问题既复杂又简
单。首先，要考虑的是过一个有意
义的寒假，还是过一个无价值的寒
假？因为这是根本，有了这个根
本，才可确定思路。于是我说：“各
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为了让孩子们
的寒假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实实在
在，我可拟订一些项目，供大家
参考，希望家长根据实际，与子女
充分协商，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计
划，并认真实施。”

坚持读书
新的教学大纲，中小学增加了

68 篇古诗文，我们可以利用寒假
进行阅读和理解。从中考、高考

的角度看，提高古诗文在考试中
的权重是大势所趋，如果能在寒
假里就攻克这个堡垒 ，岂不快
哉？再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
梯，坚持读书明理，可以积累智
慧，提升境界。寒假生活，自己做
主，不受任何干扰，只要坚定信念，
平心静气地读读书，写写笔记，一
定受益匪浅。

适当复习
各个学生在学校的学习状况

不一样，如果成绩很一般，如果有
瘸腿科目，正好利用寒假补补课。
建议就近组织学习小组，定期活
动，互帮互学，扬长克短，共同提
升。有条件的学生，还可以拟订计
划跟老师互动，利用电脑或手机，

向老师求教，岂不乐哉？

陪陪父母 做做家务
上学期间，很少回家。寒假是

个机会，可以陪陪父母，做做家务，
如打扫卫生、买菜烧饭等，以养成
懂得感恩的品德和热爱劳动的习
惯。还可以走亲访友，增进友谊和
情感。

参加社会公益活动
寒假里，可安排参加一些公益

活动，如宣讲十九大精神；访贫问
苦送温暖；社会调查写报告；组织
农民学科技等。深入社会，可以了
解国情，关注民生，体悟人性，修养
品行。

游山玩水
平时学习紧张，名山大川只是

在课本上体会，不能一饱眼福。特
别是成绩比较好，对旅游有强烈愿
望的同学，可安排快乐几日游，如
果再拍拍照片，写写游记，岂不快
哉？

徐特立先生说过：“有关家国
书常读，无益身心事莫为。”寒假几
十天，千万不能在电视、手机、电脑
的游戏中度过，那种快乐是暂时
的。手机是工具不是玩具，玩物丧
志是没有希望的。凡是想创造美
好未来的同学，都要妥善安排好寒
假生活，过一个愉快而有意义的寒
假！

怎样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寒假
徐其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