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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记忆叫温暖
第三中学九（3）班 王子琳

童年的时光总是愉快的，美好
的。

小时候，每当夜幕降临，我都
会拉着外婆的手去外面耍一耍。
你看，月亮出来了，月光便也如水
似地淌了下来，淌过青松高树，淌
过小村的房屋，淌到了我的脚边，
我兴奋地闹着，跳着，踩“水”，也踩
出了一串月光似的银白的笑声。
我正想转头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心
情，却发现外婆不见了。外婆呢？
我急忙去找。不用找的，外婆出来
了，她轻手轻脚地从大树后走出
来，来到我身后，两手张开放在颊
边，再往旁边一抹，发出“喃喃”的
叫声，我吓了一跳，但，随即又笑开
了。

月亮又爬高了一点，此刻，便
有晚风轻轻地吹来，天上的云朵儿
也随着风飘动。玩了一会的我乏
了，便坐在草垛上，听外婆讲那日
下的故事。

月亮终于爬到了最处，轻柔
的，银白的月光毫无保留地洒向世
间万物。此时，我也迎来了另一个
好伙计——萤火虫们。只见它们
从田埂的各个地方，逐渐聚拢在一
起，像极了那些忙碌了一天晚上坐
在树下谈天的农民伯伯。光看可
不行，贪心的我还想和它们一起
玩，于是便瞅准一个方向，尽力地
扑去。结果可想而知，用力过猛的
我不仅没有扑到它们，还差点儿头
朝下，摔个“狗啃泥”！我不服气，
拍拍身上的灰继续“奋斗”。外婆
被我这猴急的模样逗笑了，也过来
帮忙。不过姜毕竟还是老的辣，外
婆可比我有技巧多了。只见她两
只手微微并拢放在胸前，轻轻地走
到萤火虫聚集的地方，盯住一只

“落单”的，然后手掌快速拢紧，那
只小萤火虫便被困在外婆的手
中。外婆朝我努努嘴，我立刻心领
神会，赶忙跑到外婆身边，也学着
她的样子把五指屈起微微并拢在
胸前，外婆便把她捉得的萤火虫轻
轻放在我手心上，我快速一翻，这
下萤火虫也到我手上啦！微微张
开手，透过那道缝隙，我看到了黑
暗中那抹微弱却温暖的光，那抹此
时此刻只属于我一人的光。

这便是我那月光下的童年。
它，清晰了爱的足迹，也温暖了一
个异乡孩子的心灵。

（指导老师：朱铭）

当承诺来敲门
里庄中学九（1）班 沈佳乐

外公那一代人的观念与如今
的年轻人是很不相同的，他们大半
生都在忙碌着，为家庭，为工作，到
了退休的年纪也不闲着，还执意要
外出干活。

外公开了一家小店，凭着多年
来积攒的人脉，生意也算红火，退
休后的小日子过得很不错，而来买
东西的大多也是这般年纪的老人
家。他们一个个的，日子倒比先前
更忙碌了，有要为儿子厂里做饭
的，给厂里做保安的，更多的是到
树田里种树的。“老酒”就是这种树

大军里的一员。
“老酒”不是本地人，比我外公

还要年长些。他个子不高身材单
薄，黝黑的脸上爬满皱纹。他下工
后总是很儒雅地套一件西装外套，
骑着半旧不新的小电瓶车到我家
来买酒。他每天都来，一买就是两
瓶高浓度白酒，有时也捎上几包
烟，久而久之旁人就叫他“老酒”。

他和外公交谈时总操持着一
口很不标准的普通话，我没有几句
是能听懂的，可外公总能明白，也
用混合着本地口音的普通话回
答。他俩每每交谈都能说上大半
天。“老酒”喝酒很“凶”，可他又很
穷，因为自己没本钱，工钱也没结，
所以总欠账，一欠就是几百。

这不又到年前了，外出的人也
筹备着回家过年了，欠的债也该清
了，可好长一段时间都不见他的身
影。家里人都说这家伙肯定跑了，
这个时候还不来不走了才怪。大
家都在怪外公太傻了，怎该相信一
个相识不久的外地人？做了一大
笔亏本买卖！外公沉默着，好久抬
起了头：“哎呀你们别乱说，人家说
来肯定来，我相信的！”见外公如此
确信，大家就不再争议，摇着头走
开了。

夜里九点多，突然响起一阵猛
烈的敲门声。“开门咯！”是“老
酒”。刚出房门想一探究竟，只见
外公穿着秋衣秋裤，身披一件棉
衣，脚上趿着棉拖鞋快步走下楼
去。开门，果然是他。他戴着头
盔，穿着薄外套站在柜门外，脱下
手套伸入外套里层，掏出一卷票
子，一张一张的，郑重地数着。他
塞回多余的钱，笑着说：“不怕我走
了啊？”外公摆摆手，笑而不语，将

“老酒”送出门。借着昏暗的光，我
看见“老酒”走了又回头，然后大声
地说了句：“真走咯！你的酒不
错！”但外公回了什么我不知道，只
见他迎面一张花一般的笑脸，拍着
我的肩说：“囡囡，我没骗人，说来
肯定来嘛！”接着便抖了两下肩回
了房。

原来承诺也不见得都是假的，
履行与否的是人心。但人总该要
有个信念的，所以只要相信，你所
愿之事，他所诺之事，便会一一圆
满达成。

（指导老师：蒋清珍）

擀饺子皮
吕城初级中学九（2）班 李黄妍

周末，暖暖的阳光洒进屋内，
屋外的鸟儿不紧不慢地发出阵阵
啼鸣，柔柔的风轻轻到来，又悄悄
离开……“快下来帮妈妈干活！”妈
妈的女高音闯进我的耳膜。“唉，来
了。”我大声回应着跑去妈妈那
儿。“你看，我们下午也没事情，晚
上吃饺子吧！我负责饺子馅，你负
责擀皮子，怎么样？”

擀皮？我看了看桌上的面团，
心中轻笑两声，这难不倒我！

我拿起一个面团，先把它搓
圆，再把它压得稍扁一些，用擀面
杖模仿妈妈的动作在上面滚上几
滚。想象很美好，结果却很糟糕。
我看着形状不规则得无法用语言

形容的饺子皮直叹气。好吧，这次
是失误，重来。我把面皮捏回面
团，又擀了一遍，结果还是令人不
忍直视。这下我可连气也叹不出
来了，胡乱把面团按几下丢在一
边，赌气地扔下擀面杖，撇着嘴，不
想干了。

这时，救星来了。“没事，第一
次都这样，多练练就好了，不急，慢
慢来。”说着，妈妈便拿起擀面杖，
开始手把手地教我擀皮。好，既然
有高人指导，那就再来一次吧！我
重整旗鼓，重新拿起了擀面杖，照
着妈妈说的又擀了一次，结果依旧
惨不忍睹。“用力均匀点，中间留厚
一些。”妈妈在一旁耐心地指导
着。我依言照做。擀面杖推过面
团，面团在挤压下变成长长一条，
我将面团转了半圈，用擀面杖轻轻
压过面团，再往复几次，终于有点
像模像样了。我暗自得意，想把饺
子皮拿起来展示展示，哪想到，乐
极生悲，饺子皮粘在桌面上了，被
我一拿，这唯一像样的饺子皮便四
分五裂。我傻眼了。“快，撒面粉！”
妈妈指点我。我赶紧往桌上撒了
些面粉，再次开始我的擀皮大计
……渐渐地，我的动作越来越熟
练，原本不听使唤的擀面杖也用得
得心应手起来。才一会儿，一个个
白滚滚的面团就从我的手下变成
了一张张平坦的饺子皮。

看着擀好的饺子皮整整齐齐
地摆在桌子上，我心中一股成就感
油然而生。

（指导老师：王丽娜）

等
华南实验学校八（20）班 尹昱乔

只有一部电梯。
偌大一幢大厦，竟会在晚高峰

期间对另外一部电梯进行检修，我
不由得暗自数落起管理人员的不
是来。

我站在电梯门前，按下上行
键，屏幕上的数字开始缓缓下降。

寒风从一楼大厅的窗户处呼
呼地灌进来，伴着些许细细的雨
丝，天花板上的水晶吊灯“丁零当
啷”作响。

浓郁的暮色中模糊出现两个
佝偻的身影，随着身影的愈渐清
晰，出现了两位老人，两鬓斑白的
老太颤颤巍巍地支撑着手中的破
旧三轮车，车轱印掺着水滴从门口
一路滴了进来，裹着破旧棉衣的老
头吃力地拎着几大袋子的蔬菜，看
样子是刚从菜市场回来。我礼貌
性地打了个招呼，老太一看见我，
便开始滔滔不绝地问起来：“娃上
几年级啦？在哪上学哒？现在的
娃上学辛苦的，不像我们以前哪里
有学上那？”望着她焕发出来的神
采，我只笑着回应，话没说几句，电
梯已经到了。老太将车好不容易
塞了进去，老头身子一侧，占去了
另一个角落，似乎没有我的位置
了。“我等等好了。”我说。电梯门
缓缓关上。

夜幕降临，路灯一下亮了起
来，雨越来越小，几乎已经看不清
了，门口一下涌进了几个中年男
子，其中两个体态肥硕，还有的头
发都没了几根。他们的衬衫上弥

漫着一股烟味，这刺鼻气味源源不
断地冲击着我的嗅觉，我不由得屏
住呼吸转过头去。一会儿电梯第
二次到了，中年男子们一窝蜂地挤
了进去，将呛人的烟味也带入了封
闭的电梯内，我的脚步顿住了，“我
还是再等等吧”。电梯门再一次关
上了。

周围陷入了死寂，我盯着电梯
显示屏上不断上升的数字入了神，
似乎又有人过来，我转头瞥了一
眼，是一个年轻女子和小女孩。女
子低头望着女孩，喉咙中似乎压抑
着一股力量，小女孩低着头看着地
微微嘟着嘴。我继续盯着不断跳
动的数字发呆。突然，身后爆发出
一声清亮的声音，那位年轻女子开
始发话了：“今天在幼儿园是不是
没有好好吃饭啊？老师都告诉我
了，妈妈有没有告诉过你……”女
子的唠叨声传进我的耳朵，我假装
置身事外的样子，只对着鲜红的数
字胡思乱想，以至于电梯到了都没
有发现。电梯门“咔擦”一声关上
了，周围再一次死寂，我回过神来，
望见刚从一楼上去的电梯叹了口
气，无奈地再一次按下了电梯按
钮。

在空荡荡的电梯口，我的思绪
仍然凌乱着，面对人生的种种决
定，我是否会被别人的一句话，一
个动作，一个小细节所影响了我的
前进方向……我陷入沉思中，“叮
……”门开了。

夜的心跳
九中练影文学社 杭天鋆

明月朗朗，带走了夜的光华，
却带不走夜的韵味。云雾缭绕，带
走了夜的清凉，却带不走夜的耳
语。树叶随风飘摇，带走了夜的温
柔，却带不走夜的心跳。

夜来临了，城市的灯次第熄灭
了，在夜的黑色大幕布的笼罩下，
人们开始沉浸在各自的梦乡里。
梦里宁静，甜美，但愿一觉好梦，醒
来时，红日满天，雄鸡报晓。

忽然，一阵阵刺耳的响声从不
远处传来，钻入人的耳鼓，彻底打
破了夜的宁静，我立马坐了起来，
睁着惊恐的眼睛，恼怒地寻找着刚
刚丢失的奇妙的梦境。

从那天起，每天准时都会有那
刺耳的声音来霸占我的耳朵的空
间，我开始纠结起来。我拿被子捂
住耳朵，拉上厚厚的窗帘，数一、
二、三、四、五……用内心的磁场来
对抗这外来的干扰。但，这都无济
于事，该来的还是照常地来。我崩
溃了，我不再喜欢拿夜色作为我梦
的背影，不再喜欢听夜的话语，在
那个声音还未响起时，我便倒头睡
下，希望能抢先一步进入梦乡。

妈妈说，要不你就到我房间睡
吧，前几天下雨耽误了工期，晚上
工人要加班的。原来工人是在牺
牲休息时间为居民服务。这么一
想，我便豁然开朗了。他们的家人
都在眼巴巴地等他们回家，担心他
们晚饭吃饱了没有，晚上受凉了没
有，白天工作，晚上工作，连轴转，
累不累，晚上工作光线不好安全不
安全，晚上回来路不好走怎么办
……今夜，星光依旧，响声依旧，但
我不再纠结。我觉得那是动听的
声音，是这座美丽的城市的夜的心
跳！ （指导老师：钱文军）

本报讯 （通讯员 范丽华）
5月29日，正则小学09、10年龄足
球组在“市长杯”校园足球联赛中
获得冠军。

据了解，决赛当天，正则
学校校领导亲临比赛现场鼓劲、
加油；家长后援团细致周到地进
行后勤服务；教练团队科学、机
智地临场指挥，为当天的比赛营
造了天时地利人和的良好氛围。
经过所有队员的通力协作，最终
为学校捧回冠军奖牌。

据悉，一直以来正则小学十
分注重艺体教育，在艺体教育上
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过去，课堂是我们的世界;现在，世界是我们的课堂。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暑假即将来临，爸妈一边策划着带孩子去旅行，一边担忧着孩子的学习。那么，机
会来啦!丹阳日报见世面研学社严格按照教育部等11部委《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意见》，每年开发最适合青少年的个性化研学活动，提供最专业的课程和系统
性的安全保障与服务。我们一直坚信大自然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实践是孩子最好的老师、经历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我们希望孩子们能够在书本中寻找真谛、在旅途
中感悟、在感悟中成长、在成长中快乐、在快乐中更加热爱这个世界。让孩子在活动当中变得自信、独立、勇敢、坚毅、果断、沉着!

2019年的夏天，我们用国防教育、爱心之旅等几大主题来诠释研学旅行的意义。这个暑期，孩子将会得到一次独立成长的机会!研学即探索，探索即遇见，来吧，
让我们带给孩子们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吧！

丹阳日报主题研学班招生啦！
这样的研学游每个孩子成长中都应该有一次

全能特种兵（直升机体验） 安徽黄村生存挑战

葛洪峻工作室成立于 2017
年 9月，在一年半的时间中，工
作室 7位中青年骨干教师专注
于语言欣赏教学研究，他们立
足自然，挖掘教材值得欣赏的
语言；追求自主，催化学生欣赏
词句的欲望；融通自在，丰富学
生欣赏词句的体验。在这一过
程中，他们专注于学习、研究、
实践，初步形成了“三自”校本
化语言欣赏教学特色，促进了
小学语文教学的素质化。

专注学习研究提高了文化
素养。“教师获得教育素养的主
要途径就是读书、读书、再读
书。”针对学科特点和工作指
向，工作室组织成员开展经常
性、专题性、自主性的文化阅读
活动：系统阅读专业性的教育
教学杂志，更新理念，开阔视
野；广泛涉猎哲学、美学、文学、
心理学等相关知识，提高素养，

丰厚底蕴；积极倡导读书和写
作的生活方式，自主感悟，自我
提升；努力营造交流与互鉴的
共享氛围，互为促进，共同提
高。文化阅读活动，构建了一
个相互感染、优势互补的学习
共同体，夯实了工作室的根基，
亮丽了工作室的底色，促进了
每个成员的精神成长。工作室
成员有 20多篇论文发表于《江
苏教育》、《小学语文教学》、《小
学语文教师》、《教学月刊》等主
流刊物，葛洪峻老师被推介为
小学语文会刊《小学语文教学》
封底人物。

专注课题研究促进了专业
成长。“如果你想让教师的劳动
能够给教师带来乐趣，使天天
上课不至于变成一种单调乏味
的义务，那你就应当引导每一
位教师走上从事一些研究这条
幸福的道路上来”。工作室以
镇江市规划课题——“三自课
堂理念引领下语句欣赏策略”
为载体，通过明确研究目标、研
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过程、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及重点，在

实践中探究语言欣赏的教学方
式：找词句——寻找到值得欣
赏的语句；明内涵——感悟语
句内在的含义和美感；辨异同
——揣摩其语句在结构、语序、
成分等方面与同类的语句的异
同；赏用法——欣赏经典语句
的用法之美。从外在的感受到
内在的感悟，从文本的学习到
运用的迁移，循序渐进，步步深
入，系统有机，“四步教学法”策
略探究，给语句欣赏教学打上
鲜明的“三自”色彩，更重要的
是，促进了工作室对“自然课
堂、自主课堂、自在课堂”更广
泛、更深入的探究。工作室科
研成果在镇江市教育教学成果
评比中获二等奖。

专注课堂研究提升了实践
智慧。“站上讲台的教师，是合
格教师；站稳讲台的教师，是骨
干教师；站好讲台的教师，是专
家型教师”。工作室把课堂教
学研究作为提升教师实践智慧
的阵地，围绕语言欣赏的目标、
内容、方法、角度、层次等进行
全方位研究，着力提高教师语

言欣赏课程的研发能力；通过
“学习模仿——发展提高——
探索突破”开展渗透性实践，有
效提高教师语言欣赏课程的转
化能力。2017 年 12 月与市小
语名师班会课，2018 年 5 月与
丹徒区实验小学语文组同课异
构，2019 年 3 月与市乡村骨干
班共同解读教材，开设片级以
上展示课 16节、专题讲座 6次，
有 5人次获市优质课评比一二
等奖、3人次获市基本功大赛一
二等奖。

实验学校每学期都精心组
织一次面向全体教师的名师工
作室展评活动，旨在使各个工
作室在系统总结、各展精彩的
同时，带动更多的教师自觉汇
聚到创新作为、创先争优的行
列中来。对此，工作室导师葛
洪峻深有感触：只有让名师工
作室真正成为共享的共同体，
引领的火车头，攻关的先遣队，
工作室的工作才经得起评判，
才能吸引更多的教师参与进
来，才能形成更有效的辐射、更
全面的转化。

专注于研究 致力于转化
——记实验学校葛洪峻小学语文工作室

通讯员 徐林鹏

开发区交警中队走进荆
林学校

本报讯（通讯员 黄和明）
端午前夕，开发区交警中队“蒲公
英志愿者协会”的民警又一次来
到荆林学校，看望与他们结对的
十名留守、流动儿童，并为孩子们
送上了节日的礼物。

“蒲公英志愿者协会”自成立
以来，开发区交警中队的民警们
利用闲暇时间，通过写信、打电
话、赠书、上门探访等形式，多次
到学校或家庭看望留守流动儿
童，关注他们的生活、学习及身心
健康。

正则小学喜获“市长杯”校园
足球联赛冠军

这里是安徽黄村，一个人
迹罕至、隐匿于大山中的小村
庄，风景秀美绝伦，人们淳朴善
良，文化悠久弥长，故事涵盖古
今，这个暑假，你将融入新的家
庭，收获新的同学，这将是一次
你永远无法忘怀的生存体验，
这一生可能你都无法找到这样

如桃花源的人间仙境体验一次
纯粹的山村生活，砍柴、烧饭、
喂鸡，看炊烟袅袅，你还将成为
一名徽州文化的探索者，徽州
四雕、黄梅婉转、状元文化、徽
式建筑……

（详情请搜索微信公众
号 丹阳第一教育）

【活动时间】
6月28日~7月2日
8月7日~8月11日
【活动费用】
2880元（包含车费，不包

含其他个人消费）
【联系方式】
15896360990（张老师）

厌倦“立正、稍息”的无聊
军训了吧？

烦透了“齐步走、正步走”
这些基础训练项目了吧？没
错，这些都out了！

立刻告别新兵营的单调
训练，迎接全能特种兵训练营
的挑战吧！

参观直升机机库，乘坐直
升机翱翔蓝天，感受飞行的乐
趣，用大地视角去欣赏我们祖国
的大好河山！

用军人的要求锻炼你们的
品质毅力，用军人的视角瞄准自
己的努力方向，用军人的品质锤
炼自己的能力……相信通过这
次研学活动，你将成就一个更好
的自己。

活动地点：全程入驻镇江
未成年人社会实践基地，封闭教

学，安全保障，感受军营氛围。
【活动时间】7月 2日~7月 6

日
7月9日~7月13日
7月16日~7月20日
7月30日~8月3日
【活动费用】1880 元（包含

直升机乘坐体验，不包含其他个
人消费）

【联系方式】15896360990
（张老师）

黄村美丽的村景！ 锻炼中渐渐独立的孩子，真棒！

聚焦名师工作室焦名师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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