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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来扫一扫

小山和小勇在公园玩，这
时，来了一位爆爆米花的老爷
爷。

小山拿了些玉米粒给他，
一会儿就爆出了一大堆爆米
花。

小勇见状赶紧跑回家，拿
起一枚硬币匆匆出门，妈妈忙
问：“你拿硬币干什么？”小勇
说：“我‘爆’钱去！”

放学后，有个小女孩因为
妈妈没有来接她，哭个不停。

“别哭，乖乖！”老师说：“我
们现在就打电话给你妈妈，你
们家有电话吗？ ”

小女孩呜咽说：“有，可是
放在家里没有带来！”

去饭店吃
宝宝在客厅玩玩具，妈妈

在厨房做饭。
过了一会儿，妈妈出来看

见玩具撒了一地，生气地大声
训斥：“宝宝，快把玩具收拾整
齐。”

“妈妈，我不想收拾。”宝宝
抬起头看着妈妈说。

妈妈强压住怒气问道：“如
果妈妈现在不想做饭，怎么
办？”

宝宝跑过来搂住妈妈的脖
子，笑眯眯地说：“妈妈，我们去
饭店吃吧。”

小约翰对他的同学说：“我
妈真是有先见之明呀！她说今
天会下雨，叫我带上伞，你瞧，
果然下雨了！”

同学说：“我妈更有先见！
她说‘反正小约翰会带伞的，你
就和他共用一把伞吧！’”

先见之明

“爆”钱去

家里的电话

小明是一个调皮的男孩。
一天，他把妈妈买的新帽子放
到马桶里当游船，妈妈生气地
说：“快拿出来，不然，我把你的
屁股打开花！”

小明回过头来说：“妈妈，
屁股上开的花香不香啊？”

来不及
小虎摔了一跤，满身是泥

跑回家里。
妈妈看见了，惊叫起来：

“你怎么搞的？刚穿上的新裤
子，就弄得这么脏？”

小虎说：“妈妈，我摔倒的
时候来不及把裤子脱掉。”

屁股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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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的文明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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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爷爷向我介绍了农村割麦、脱麦
的三次变革。

40年前，大家在生产队里集体劳动，
收麦时拿着镰刀一起下田收割。夏天，
大家汗如雨下，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背
痛，但为了不误农时，第二天还得接
着割。连续割上几天，整个人像散
了架似的。人们把收割下来的麦穗
用石磙来回碾压，直到麦粒被全部
碾出、晒干后才能入粮仓。整个
收脱工序需要一个月才能完成。

到了上世纪 80年代，由于实
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
的日子好过起来。麦收时节，大
家不再用效率低的石磙碾压小
麦，而是用上了脱粒机。将麦捆
填进脱粒机的“肚子”里，一颗颗
饱满的麦粒就会源源不断地向
外“吐”出来。这时，往往需要全
家老小一起上，一家人在烈日下
忙得满脸黝黑，就像从煤矿里出
来的一样。

进入 21世纪，随着改革开放的
进一步发展，大家的思想意识大大进

步，科学种田的愿望也更强烈了。于
是，一台台联合收割机开进了村里，割

麦、脱粒、扬晒一体化作业成为农村收割
的常态，收麦、割麦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费

时 费 力 了 。
再看现在，村

里户户都掌握了
科学种田的本领，

农闲时还能外出务
工，每家每户都尝到了

科学种田的甜头。

周末，我和爸爸妈妈来到横泾街道现
代农业公司的稻田，参加街道组织的“大
手牵小手”亲子收稻体验活动。

只见稻田被整齐地划为三块，前来参
加活动的 16 个班的同学被分为三组，进
行割水稻比赛。我的爸爸因为小时候干
过农活，所以割起水稻来手法娴熟，速度

如飞。看着爸爸割起来很
轻松的样子，我心里痒痒，也拿过

镰刀割了起来。谁知，爸爸手里“听话”的
水稻到我的手里变得难对付极了，不是抓
不住，就是割不掉，我急得满头大汗。终
于，一株水稻被我收入囊中了，同时我也
因为用力过猛，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惹得
周围的同学和家长都笑了。

活动结束后，爸爸妈妈带我去吃午

饭。以前吃饭，我总是吃不完，今天吃饭
时，妈妈对我说：“诗诗，你觉得割水稻容
易吗？”我说不容易，妈妈接着说：“是呀！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所以以后不
能浪费粮食哦！”我点点头，使出“洪荒之
力”吃完了满满一碗饭。

稻田“大作战”我收获颇丰，不仅游览
了美丽的新农村，体验到收割的乐趣，更
懂得了节约粮食的可贵！

沛县栖山镇孟寨小学六（2）班 孟昱旭
指导老师 韩方珍

苏州市吴中区横泾实验小学五（7）班 庄诗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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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田“““““““““““““““““““““““““““““““““““““““““““““““““““““““““““““““大作战大作战大作战大作战大作战大作战大作战大作战大作战大作战大作战大作战大作战大作战大作战大作战大作战大作战大作战大作战大作战大作战大作战大作战大作战大作战大作战大作战大作战大作战大作战大作战大作战大作战大作战大作战大作战大作战大作战大作战大作战大作战大作战大作战大作战大作战大作战大作战大作战大作战大作战大作战大作战大作战大作战大作战大作战大作战大作战大作战大作战大作战大作战”””””””””””””””””””””””””””””””””””””””””””””””””””””””””””””””

收割“三变”

上图为常州市金坛区儒林中心小学的
同学们正在采访周网瑶。

下图为徐州市铜山区郑集镇前鹿楼小
学同学观看视频时认真做笔记。

“我爱冰凌花，花开在山崖，迎风冒雪
都不怕，寒冷中发芽……”11月16日，常州
市金坛区儒林中心小学六（2）班的教室里
响起《我爱冰凌花》的悠扬旋律，同学们围
坐在多媒体屏幕前，认真观看屏幕里首届

“冰凌花”励志故事分享会视频。暑假里，
“冰凌花”励志故事分享会在江苏省广播电
视总台教育频道的演播厅隆重举行，为了
让更多的同学欣赏到这场乐观、坚强的暖
心盛会，开学后，关心下一代周报社将分享
会视频录刻成光盘，寄往省中小学校刊联
盟的各成员学校。近期，这些学校纷纷组
织同学们观看首届“冰凌花”励志故事分享
会视频，同学们也从分享会现场几位小“冰
凌花”的故事中汲取着力量。

“网瑶，录节目的时候紧张吗？”“听说
录节目需要排练很多次，是不是很辛
苦？”……当初听说同班同学周网瑶获得了

“冰凌花”奖学金，还要去南京参加节目录
制，常州市金坛区儒林中心小学六（2）班的

同学们就从心底里为她高兴。观看视频
时，同学们围在网瑶身边，你一言我一语地

“采访”起她来。“开始紧张得舌头都僵了，
但彩排和练习的次数越多，我就越有自
信。想到我的故事能鼓励许多和我一样身
处逆境的同学，我就更要好好表现……”这
样的回答让韩佑予觉得十分“周网瑶”，他
说：“不管是节目里还是平时的学习生活
中，网瑶就是这样乐观开朗、乐于助人。”韩
佑予将视频中网瑶说的那句“如果说一滴
水能折射出阳光，那么一粒沙子也能发现
爱的世界”认真地记录在本子上，时刻提醒
自己心存感恩、向上向善。

“冰凌花”的故事感动着他们自己身边
的同学，更多与“冰凌花”素未谋面的同学
也通过观看视频和他们成为朋友。支佳的
故事让徐州市铜山区郑集镇前鹿楼小学六
（1）班张子怡频频泪目，也让她思考自己该
为父母做些什么。现在每天写完作业，张
子怡都会拿起木锨帮妈妈晒粮食，哪怕手

上磨出水泡也不“哭鼻子”；灌南县
汤沟小学五（1）班金家媛学习周网
瑶洗菜、做饭、照顾弟弟，在妈妈工
作忙的时候做起“小家长”……

与同学们一同观看励志故事分
享会，老师们也被“冰凌花”的事迹和精神
感动着。“‘冰凌花’们的故事很朴实，却直
击观众的心扉，对中小学生坚强意志品质
的养成有重要意义。”响水县响水中心小学
的陈海华老师在录制现场观看完节目后，
就一直想着与自己的学生们分享。收到光
盘后，他马上组织学校的《关心下一代周
报》小记者观看了视频。接下来，学校还将
根据学生的年龄段，组织高年级同学撰写
观后感，组织中低年级同学走上讲台，畅谈
他们在故事中获得的力量。

首届“冰凌花”励志故事分享会让自强
不息的“冰凌花”故事为更多同学所知晓，
相信越来越多的“冰凌花”将绽放在水韵江
苏的大地上。

盱眙县维桥中心小学：

品味苦难中的诗意
本报讯 11月23日上午，改编自曹文轩长篇

小说《青铜葵花》的同名大型音乐儿童剧全省巡演
走进盱眙县维桥中心小学。音乐剧讲述了青铜和
葵花两位小主人公共同成长，一起经历贫穷的生
活，体味苦难中的美丽的故事。扣人心弦的剧情
让同学们的眼中泛起了泪光。看完表演，五（3）班
的高子涵同学说：“音乐剧加深了我对原著的理
解，让我体会到苦难中的诗意。”

（通讯员 王希明）

淮安市楚州实验小学：

寻访家乡大运河
本报讯 日前，淮安市楚州实验小学“红领巾

寻访团”的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走进江苏省灌
溉总渠管理处。同学们首先来到淮安市水利枢纽
的标志性建筑——大运河“水上立交”，在这里同
学们了解了大运河“水上立交”的整体工程与运转
情况。同学们还参观了淮河安澜展示馆，观看3D
环幕影片《淮河》，让同学们对淮河的历史变迁、治
理开发有了生动和深入的了解。

（通讯员 胡春松 刘 俊）

兴化市第二实验小学：

参观广播电视台
本报讯 近日，兴化市第二实验小学的同学

们走进兴化市广播电视中心。在社教部老师的带
领下，同学们参观了节目编辑机房，了解了编辑新
闻视频的非线性编辑系统；接着又试着扛起摄像
机，做了一回“大力士”；最后还尝试着为电影配
音，在老师的介绍下了解了微电影制作的相关知
识。通过这次活动，同学们不仅见识到许多先进
的广播电视制作设备，了解了电视新闻的制作流
程，更感受到电视节目背后采编人员的辛劳。

（通讯员 徐紫涵 王 喆）

高邮市临泽镇营南小学：

生日会流淌温暖
本报讯 11月25日，高邮市教育志愿者联合

社会爱心人士走进高邮市临泽镇营南小学，为学
校的特困学生过集体生日，并邀请学生家长一同
参加活动。活动前，同学们帮助志愿者一起打气
球。活动中，同学们和爸爸妈妈一起玩游戏。感
恩环节，志愿者鼓励同学们拥抱家长并大声说出

“爱”。最后，所有人围成一圈为同学们唱生日歌，
在歌声中同学们许下自己的心愿。

（通讯员 黎永锁）

从“中国梦，我的梦”环节的少先队
知识，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环节的共
青团使命，再到“永远跟党走，党在我心
中”环节的党建知识，扬州市翠岗中学文
锦馆一楼的宣传长廊弥漫着浓浓的红色
教育氛围。课间，同学们在这条“红色信
仰长廊”流连，胸前飘荡的红领巾，闪闪
发光的团徽，与走廊里的队旗、团旗、党
旗、国旗相辉映。品读长廊里少先队的
呼号、团员的义务和历代国家领导人对
青少年的寄语，同学们心潮澎湃。

“少先队的创立者是中国共产党，党
又委托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直接领导我
们少先队。”在“红色信仰长廊”里厘清了
党、团、队的关系后，初一（8）班谈馨悦更
为胸前的红领巾而感到光荣。为了激励
同学们更加爱党爱国并自觉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学校设置了团员积分活
动。走进社区宣讲垃圾分类、来到敬老
院陪老人聊天，作为“小桔灯”志愿者的
一员，谈馨悦不想错过任何一次“挣”积
分的机会。在一次次活动中，她懂得了
付出的快乐，一改“挣积分入团”的初

衷，开始全身心投入活动。她说：
“参加志愿活动也是为社

会和谐发展献出一份力量，正如入队誓词中所
说的那样，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也时刻
准备着！”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立志做有理想、有道
德、有知识、有能力的人”“从小学习做人，从小学
习立志，从小学习创造”……长廊尽头，国家领导
人对同学们的殷切期望也督促着同学们从小树
立远大理想。在每两周一次的 STEM（科学、技
术、工程、数学四门学科英文单词首字母的缩
写）课上，初一（9）班宰雨玥积极开动脑筋，放飞
科技梦想，最近他有了一个新创意：“虽然科技
让生活变得快捷方便，但却让人变‘懒’了，我
想要发明出一种机器，能在方便生活的同时
预防惰性的产生。”初一（9）班戴吉欣则想
成为许渊冲那样的翻译家，她不仅在学校
认真学习英语，还利用课余时间学习德
语、法语，她的目标是“让语言不再成
为分享经典的障碍”，也想像许老那
样始终保持对工作的热爱……

走在“红色信仰长廊”中，
同学们与信仰“对话”，不仅
时刻牢记身为少先队员、
团员的责任和义务，
缤纷的梦想也悄
悄萌芽。

在在““红色长廊红色长廊””
对话对话信仰信仰与与梦想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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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在行动

本次活动后，有一句话常被师生提起：“学习总理精神，应从
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午餐后对接餐盘的阿姨说声“谢谢”，进
校门时对保安大叔道句“辛苦”，晚自习后见到校门外等待的父
母，露出感恩的微笑……这些都是总理精神在淮中校园里闪光。

高二（11）班的晏浩天谈起他策划本次活动的体会时说：“老
师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前后一个月时间，我们拿出了十几个备
选方案，台本确定后又先后修改了43稿，每天讨论方案到很晚，
有时甚至晚上11点才离开学校……虽然过程很辛苦，但我觉得
收获很大。我认为这个过程本身就是践行总理精神的体现。”

从小，只要我调皮或偷懒时，
爷爷总喜欢说：“少壮不努力，老
大徒伤悲。”说得多了，我不禁好
奇地问：“爷爷，您现在也算‘老
大’了，那您有什么‘伤悲’呢？”

爷爷推了推老花镜，从自己
的童年说起：爷爷小时候，上学的
路是泥巴小道，上课就在大队的
会议室“凑合”。师生都自己带
饭，说是带饭，其实就是一点卖不
出去的红薯和萝卜干。倒不用因
为考试发愁，因为压根没有能做
试卷的整洁纸张……“你看你吃
饭时总弄得满桌都是米粒，‘粒粒

皆辛苦’的诗句，岂不白背了？”
“您放心，我以后会珍惜粮食

的！”我还想听爷爷讲故事，赶紧满
口答应，并催促：“您快说说，那时候
不用考试，也没有作业吗？”

爷爷看穿了我逃避写作业的意
图，又深情回忆起来：那时也有作
业，可更多的是农活，还要喂猪、放
羊、挑野菜。这些做完了，才趴在昏
暗的煤油灯下写作业，“这才是我一
天中最轻松快乐的时光！”

写作业很幸福？我不敢相信，
可爷爷脸上洋溢的笑容却又那么真
挚。“远航，爷爷知道你作业挺多，还

要学很多其他才艺。可你知道
吗？要说‘伤悲’，爷爷大概只有
对当初没有学习机会的遗憾和伤
悲！”爷爷从回忆中走了出来：“我
们常说‘今非昔比’，今天的幸福
生活，是一代代人在党的领导下，
苦学、苦干的成果呀！要让幸福
的日子‘再升级’，接棒的就是你
们呀！”

爷爷粗糙的大手落在了我的
肩上。我感受到肩上的重量，更
感受到心里的重量：我要珍惜如
今的幸福生活，从认真学习开始，
让幸福未来“再升级”！

舒缓的音乐轻轻流淌，少女
们淡蓝色的水袖如行云流水，举
手投足间既灵动又端庄……优雅
的民族舞、神奇的小魔术，让敬老
院里的爷爷奶奶笑开了颜。笑声
传得好远、好远，附近的人们都知
道，“准是徐州市黄山外国语学校
的小志愿者们来了。”

从初一就开始参加志愿活动，
初三（5）班的王尚隽龙一直用舞蹈
为老人们带去欢乐。王尚隽龙还
记得第一次去敬老院时，表演的是
民族舞《映山红》。旋律一响起，爷

爷奶奶们立刻兴奋起来，有的用手
打节拍，有的轻声唱和，表演结束，
掌声经久不息。谢完幕，一位老爷
爷立刻上前握住她的手，亲切地问
冷不冷，爷爷温暖的大手让王尚隽
龙从手掌暖到心田。从那以后，只
要有时间，王尚隽龙都会去敬老
院，除了表演外，她还带领同学们
为老人们叠被子、擦窗户。在收拾
房间时，王尚隽龙会把同住的两位
老人的东西分开整理，还将老人们
常用的水杯、眼镜等物品放在方便
拿取的位置上。

升入初三后，王尚隽龙并没
有减少去敬老院的次数。在她看
来，去敬老院不仅能为老人们带
去快乐，也能提升自己照顾奶奶
的技能。“平时我住校，只有周末
才回家陪伴奶奶。通过志愿活
动，我了解到奶奶在家的孤单，所
以我更要做奶奶的贴心‘小棉
袄’！”现在，王尚隽龙常以为志愿
活动做“预习”为理由，帮奶奶洗
脚、捶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
务。看着孙女越来越懂事，奶奶
心里溢满了幸福。

在我的记忆中，我的每个生日爸妈都陪伴在
我身边，蛋糕、礼物一次不落，每一次都让我觉得
很幸福。

上周又到我生日了，早上，我在爸妈的祝福
声中走进学校。什么？语文老师给我们布置
了中午作业——对爸爸或妈妈说“我爱你”。
我才突然想到，我已经 13岁了，却从来没对
妈妈说过一句这样的告白。

回家路上，我一直思考怎样说出这 3
个字。到家后，妈妈正张罗午饭，我直奔

房间，拿出一只小熊布偶，把它放在床
上当妈妈，开始练习……终于，我鼓

足勇气走到妈妈面前，深吸一口
气说：“我，我……”“你什么

你，怎么啦？”妈妈摸了摸
我的额头，“没发烧

呀！”“爱你”

两个字就这样一直堵在嗓子眼儿，我回到房间，懊恼
不已。正在反省时，不经意间看到了放在床头的我
和妈妈的照片，回忆起成长中妈妈疼爱我的一幅幅
画面……耳畔响起奶奶的话：“你妈妈疼了两天两
夜，才生下你这个小不点……”我的生日正是妈妈
的受难日，想到这，我情不自禁走到妈妈面前，轻
轻地说：“妈妈，我爱你。”妈妈愣住了，老半天才
回过神来，眼噙泪水说：“谢谢，我的女儿长大
了，妈妈也爱你！”

吃完晚饭，我来到窗前，一轮明月挂在
广阔的夜空中。听说向月亮许愿很灵，
我不禁双手合十，许下愿望：一辈子对
妈妈好!以后每年过生日都对妈妈
表白。

妈妈，这是我的生日愿
望，也是我对您爱的
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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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周恩来总理诞辰 120
周年。这学期，在周总理的故乡
淮安，淮阴中学的同学们举办了
一场“弘扬恩来总理精神，提升主
体担当品格”的活动，缅怀伟人事
迹，学习总理精神。此次活动全
部由淮中学子自行组织、策划、演
出，同学们在全程参与活动的过
程中，对周总理的精神有了更深
的理解。

做像总理一样的人

“把所有的心装进你心里,在你的胸
前写下,你是这样的人……”这首寄托着
对周恩来总理无限思念的《你是这样的
人》，成为活动的主旋律，它也向淮阴中
学的同学们发问：周总理是什么样的人？

为回答这个问题，策划小组的同学
们走出校园，采访了许多淮安当地人，其
中有环卫工人、卖菜阿姨，也有外卖小
哥、保安大叔。在他们心中，总理是亲切
的、敬业的、勤奋的、奉献的、无私的……
高二（11）班的晏浩天说：“每个人都从不
同角度给出自己的答案，这些美好品质
汇聚成周总理的伟岸形象，我们应当继
承这些精神财富，做一个像他一样的
人。”

担起民族复兴的重任

当活动现场舞台上下的灯光都熄
灭，唯独留下天花板上闪烁着些许“星
光”时，音乐缓缓而起，这一刻，同学们都
陷入深思：怎样成为一个像周总理那样
的人？

策划小组成员、高二（21）班的花雨
歌说：“‘学而不思则殆’，设计这个心理
引导环节，就是为了让大家认真地思考
一下，自己应该怎么做才是对总理精神
的最好继承？”

高二（5）班的陈骁分享了他的思考：
“我回顾自己过去的生活，对照周总理身
上的品质，我觉得自己应有更多的担当
精神，将自己的未来和国家的进步发展
联系在一起！”“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
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
亦英雄。”周总理的诗句激起同学们的无
限豪情，大家都对未来更加信心满满。

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

周恩来总理的侄女、中新社原副社长周秉德女士也受邀参
加了本次活动。学生们精彩的表演让周秉德感叹不已，虽已耄
耋之年，她依然上台与同学们亲切互动，“我要发自肺腑地说一
声，淮中的孩子们思维活跃、兴趣广泛，你们要好好学习和传承
总理学无止境的精神，不断完善自己，为国家的强大和社会的繁
盛担负起责任。”

让幸福“再升级”
苏州市胥口中心小学四（6）班 殷远航 指导老师 胡艳燕

将爱爱带给更多爷爷奶奶
本报记者 周 琳 通讯员 王宝玉

爱的承诺
盐城市腾飞路小学六（5）班 宋雨扬

指导老师 徐春花

我家的故事·咱家40年

丁 捷

父亲 50 多岁时因病去世，
没留下一分钱存款，但他留下
的一个笔记本，一直被我珍藏
在书橱带锁的抽屉中。我的儿
子小时候总是很好奇，想打探
我藏了什么宝贝。我告诉他，
那是爷爷留下的“传家宝”，要
等你长大一些才能拿给你看。
直到去年儿子考上大学，我才
第一次将这件宝贝与他分享。

那是父亲当年下放前夕，
同学们给他的留言簿。册子里
有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同
学留言，可以看出同学们对这
位校团委副书记非常敬重，他
们纷纷祝福父亲好人好运，有
一个美好的未来……第二部分

是一首长诗，署名是“校宣传队集
体创作”，记述了瘦弱的父亲坚持
献血救助同学的事。

给我的儿子更多震撼的还在
第三部分——父亲记录的“秘密
小账”。20世纪 80年代落实下放
知识分子待遇的相关政策后，父
亲的工资涨了不少。他常说，工
资从二十几块涨到了快六十元，
真是惭愧，要加倍努力工作才行。

父亲逐渐还掉了爷爷奶奶治
病欠下的债务，很多乡亲也向父
亲借钱，父亲都尽量满足。父亲
去世后，我发现在这本留言簿后
面，记满了乡亲们借钱的流水账，
其中大部分没有还。父亲一直将
别人为孩子上学借走的钱当作捐

助，不忍心叫人家还——这本
“丢三落四记不清楚的账”，是
父亲用来搪塞母亲的借口。

这些让我的儿子十分感
动。上大学后，儿子给我发了
条短信说：虽然从小对爷爷就
没有记忆，但现在爷爷的形象
在他的心中是清晰和明朗的。
他真想说一句：有这样的爷爷
真好。

来自儿子的短信让我更珍
惜这份“传家宝”——父亲留下
的留言簿，记载着父亲的奉献
精神、诚挚情谊与满满正能
量。这些，都让我和儿子以及
未来的子子孙孙受用无穷，并
永远为他骄傲！

父亲留下的“传家宝传家宝传家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