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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玫莹 通讯员 陆培明 徐 辛

左图为小记者在博
克集团合影留念。

右图为小记者参观
博克集团并认真做笔记。

本报讯 12 月 21 日下午，如皋市九华镇九华小学举行
“演绎社团魅力 谱写精彩华章”社团汇报展示暨颁奖活动。
全校 6个校级社团、4个年级社团参加了本次活动。活动中，
呼啦圈社团带来的表演动感十足，英文社团表演的课本剧《小
红帽》生动幽默，舞蹈社团带来的舞蹈《中华孝道》编排巧妙
……活动在合唱社团演唱的《军港之夜》中落下了帷幕，同学
们精彩的表现赢得了老师和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通讯员 王建国）

“古运河畔,黄海之滨,闪耀着一
颗教育的明星……”一群来自江苏省
淮阴中学的同学一边大声唱着校歌

《前进吧！淮中》，一边大步行进在淮
安市翔宇大道上。

这些同学是正在参加“弘毅之旅”
活动的淮中学子。作为已经举办了十
多年的活动，“弘毅之旅”成为淮阴中
学德育活动的一个重要品牌。该校每
年都会组织同学从校园出发，步行前
往周恩来纪念馆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早上七点至下午四点，往返30公里全
程步行，使同学们在接受红色教育的
同时，也经历一次意志的磨练。

“路程虽然不近，但一边欣赏着路

边的美景，一边和同学们一起唱歌、聊
天，再远的路我们也会愉快地前进。”
高二（11）班的晏浩天同学说。

虽然同学们说得很轻松，可这 30
公里路程对一些体力一般的同学来说
还是不小的挑战。每年活动时，学校
都会安排休息车跟随在队伍最后，以
接收坚持不下来的同学。但神奇的
是，自从“弘毅之旅”活动开展以来，无
论刮风下雨，还是烈日暴晒，没有一位
同学因为体力不支而放弃步行，乘休
息车回校。很多同学虽然脚上磨出了
水泡、两腿沉重得像灌了铅，但他们还
是会咬牙坚持、跟上队伍。高二（5）班
的陈骁同学说：“一旦上了休息车就意

味着放弃，承认失败，作为淮中学子，
这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

不仅如此，同学们的士气并没有
随着体力的消耗而有丝毫的低落。相
反，大家相互鼓劲、同心前行，越接近
终点，大家兴致越高，甚至到了最后一
公里，很多同学还冲刺起来，哪怕挤出
身体里的最后一点体力，也要以昂扬
的姿态冲进大门。

“士不可以不弘毅。”淮中学生的
“弘毅之旅”不仅是一次长途行走，也
是一次人生的历练。晏浩天说：“我想
每位参加过‘弘毅之旅’的同学都永远
会记住这一天，这绝对是一次难忘的
宝贵经历。”

爷爷说他小的时候村里只有
一口井：高高的井台、幽深的井
口、大砖砌成的井壁。每到做饭
时，村民们都会来到井边打水，他
们将拴着井绳的桶垂下去，手腕
一晃，再稳稳当当地将桶提上来，
一桶清甜可口的井水便“到手”
啦。“吱吱呀呀”的扁担声，“叮叮咚
咚”水花溅起的声音，是爷爷小时
候听得最多的“童谣”。

后来，村里人在自家院子里打
起了压水井：一根碗口粗的铁管子，
焊上一根细管子，往管子里倒上一碗
水，用力压上几下，清冽的井水便会源源
涌出。有了压水井，村民们做饭洗衣更方
便了，水也更干净了，而“咯吱咯吱”的压水
声成了爷爷青年时期的“背景音乐”。

进入二十一世纪，安装自来水的施工队浩浩
荡荡来了村里，刨坑、埋管、安装，村里家家户户通
上了自来水。打开水龙头，望着干净的自来水流出，
大伙儿乐得笑开了花，心里比喝了蜜还甜，幸福也随着

“滴滴答答”的奏鸣曲流淌在村民的生活中。
水的“变奏曲”奏出了家乡人民昂首阔步奔小康的序

曲。

在我们的校园里，最迷人的就是银杏。今天，学校的第二届“小杏叶，大创
意”比赛如期而至，这让我不禁回想起一年四季校园里银杏的不同模样：春夏的

银杏蓊郁青翠，给同学们带来清凉；秋天，金黄色的银杏令同学们赏心悦目；到了
冬天，银杏叶开始泛黄、枯萎、凋零……我陷入沉思：难道银杏的生命快终结了
吗？寒风中，一片片银杏叶随风舞动。不！它们的生命没有终结，它们是寒风中
最顽强的“舞者”！

在老师的带领下，我收集了满满一包银杏叶，并用它们制作了一幅“银杏
画”。画面正中是一棵生机勃勃的大银杏树，树的两侧各有一位舞者，她们的舞裙
由银杏叶组成，叶片的纹路恰似裙摆的褶皱，妙哉妙哉！她们中的一位单脚站立
舒展着双臂，另一位一跃而起，在空中划出美丽的弧线。我想，这两位舞者就是
“银杏精神”的化身，银杏叶虽然泛黄枯萎了，但依然用优美的舞姿绽放着生命的

精彩。
银杏尚且如此顽强，我们又何尝不该炼成自强不息的品格呢？我也要像

校园里的银杏那样，无惧学习和生活中的困难，迎难而上！

本报讯 12月20日下午，昆曲保护促进会志愿者吕成芳
老师走进常熟市白茆中心小学，为同学们做昆曲讲座。活动
中，吕老师身穿昆曲戏服走上讲台，由戏服切入讲座主题，向
学生讲解了昆曲的发源地，以及演员的妆发、服装及表演动作
的特点，告诉同学们不同角色的眼神、指法、台步所对应的不
同人物。互动环节，同学们争相上台向吕老师讨教，吕老师都
耐心地作了解答。 （通讯员 邵金祥）

常熟市白茆中心小学：

感受昆曲魅力

连云港市黑林小学：

暖心饺子宴
本报讯 “吃饺子喽！”“和妈妈包的一样好吃！”12月 22

日，连云港市黑林小学的食堂里饺香四溢，学校的留守儿童和
老师齐聚一堂，吃饺子过冬至。吃完热乎乎的饺子，同学们还
收到了老师精心准备的“惊喜”——厚厚的手套、崭新的书籍
和各式各样的文具，收到礼物的同学们都笑开了花。

（通讯员 朱孔岗 李 娜）

南通市港闸区十里坊小学：

廉洁入童心
本报讯 近日，南通市港闸区十里坊小学联合社区网格

办开展“清风进校园，廉洁入童心”主题教育活动。活动中，驻
社区律师邵博强向同学们讲述了古代名人清正廉洁的故事和
老一辈革命家高风亮节的事迹，告诉同学们清正廉洁的重要
性，还向同学们介绍了有关廉洁的政策和法规，在同学们的心
中播下廉洁的种子。 （通讯员 孟红娟 朱进清）

徐州市铜山区汉王镇北望小学：

学改革先锋
本报讯 12月18日上午，徐州市铜山区汉王镇北望小学

的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观看了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
会。观看结束，老师向同学们简要介绍了屠呦呦、吴仁宝、秦
振华等改革先锋的事迹。学校还组织高年级同学写观后感，
中低年级同学进行黑板报、手抄报比赛，同学们纷纷表示要以
改革先锋为榜样，努力学习、开拓创新，长大后为实现中国梦
贡献自己的力量。 （通讯员 朱先伟）

如皋市九华镇九华小学：

秀社团风采

“弘毅弘毅弘毅之旅” 青春飞扬飞扬飞扬
本报记者 李 彤 通讯员 赵 玮

水的“变奏曲变奏曲变奏曲”
沛县栖山镇孟寨小学
六（2）班 闫思彤
指导老师 韩方珍

落叶画
传递银杏精神

宝县实验小学三（2）班 曹韫贤
（小记者证编号 J185182）

寻访家乡寻访家乡“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企 传承创新拼搏精神

苏州园林甲天下，而在苏州东部，有一座被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誉为“神州水乡第一
镇”的别致古镇，这里小桥流水、白墙黑瓦，美得
如诗如画，它就是甪直古镇。改革开放以来，甪
直人民抓住机遇，在保留小镇古色古香原貌的基
础上发展实业，而今，甪直镇已拥有数千家企业
并跻身全国百强。

近日，苏州叶圣陶实验小学和苏州市吴中区
车坊小学《关心下一代周报》小记者们寻访了甪
直的两家“明星”民企——博克集团和比优特塑
料有限公司二厂，他们在参观的过程中感受到家

乡实业的蓬勃发展和企业家们拼搏
向上的精神。

走进博克集团的厂区，首先映
入眼帘的便是飘扬在广场上空的
中、德、韩三国国旗，“博采众长 克
己奉献”的企业精神标语在阳光下
耀眼夺目。在会议室里，小记者们
听了集团董事长李君图伯伯的介

绍，了解到如今博克集团与欧莱雅、德国汉高等
跨国企业合作，已位居世界日用化工行业前列。

“李伯伯，博克集团有怎样的企业文化？”“从白手
起家到‘明星企业’，是什么精神助您走上成功之
路？”……小记者们“专业”的提问都得到了李伯
伯的一一解答。听着李伯伯的回答，叶圣陶实验
小学三（7）班史玉涵有感而发：“改革开放为博克
集团提供了博采众长的机遇，而最令人感动的是
博克人研发新产品的创新意识和拼搏精神。”

在比优特二厂中，小记者们经过除尘设备消
毒杀菌后，来到无菌的自动化生产车间，近距离

观看一块普通的塑料变成精美包装盒
的生产流程。偌大的车间里只有屈
指可数的几名工人操作着机器，小
记者们都惊叹“科技感”十足。“当
我们经过工人叔叔身边时，并未
对他们造成丝毫影响，他们的视
线仍‘紧盯’产品。”吴中区车坊
小学六（3）班胡宁鑫在感受科技
的同时，更敬佩工人们一丝不苟、
脚踏实地的工作精神。不仅如
此，定期组织培训、长期自主研发、
拥有众多专利，小记者们认为比优特
二厂锐意进取、精益求精的精神值得点
赞与学习。

“少年梦，当自强！”参观完两家“明星”民企，
小记者们发现在一代代企业家们的不懈努力下，
高新技术产业已在自己家乡生根发芽、茁壮成
长，他们也默默立下志向，将来为“甪直梦”注入
更多青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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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在行动

半日交通协管忙 小小交警感触多

套上红袖章，挂上小哨子，
拿起小红旗，宿迁市实验小学三
棵树分校的“小交警”们上岗
啦！在交警叔叔的带领下，同学
们走上街头做了一回“马路卫
士”。

红灯亮时，将左手并拢举过
头顶示意驾驶员停车；绿灯亮
时，左手前后摆动示意驾驶员左
转通行……执勤时，“小交警”们

标准的指挥动作让路上的车辆
“乖乖听话”，五（9）班郑紫洋觉
得身为“交警”酷极了，也感受到
肩上的责任，“我牢记培训时学
的每个要领并将动作做到位，希
望驾驶员和行人们都能看得
清。”

半天的交通协管工作，“小
交警”们关注交通情况，学着交
警叔叔将每个动作做得一丝不
苟。直到活动结束，郑紫洋才感
觉到自己频频抬起的手臂酸了，
始终挺直的双腿快打不过弯来，
肚子早已饿得“咕咕”叫。想到

交警叔叔不管是酷日当头还是狂
风暴雨，一年四季坚守在岗位上维
护着城市的交通，他心中的敬佩感
油然而生，于是走到交警叔叔面
前，郑重地向叔叔敬了一个队礼。

回到家后，郑紫洋还当起了小
区里的“交规小老师”，告诉叔叔阿
姨开车时要在斑马线前礼让行人，
提醒爷爷奶奶不要为了节约时间
翻越绿化带……郑紫洋希望人人
都能将交通安全法规记在心间，

“这样不仅能减轻交警们的工作负
担，更能让‘城市的脉搏’跳动得更
加文明。”

五线谱上的坚持

指挥棒轻轻一挥，气势磅
礴的大型管弦乐序曲《红旗颂》
便奔涌而出，小小“演奏家”们
用手中的乐器演奏出了五星红
旗 升 起 时 的 庄 严 ，“ 童 心 追
梦”——青少年管乐专场交响
音乐会在南通市通州区实验小
学大礼堂拉开帷幕。

在这场音乐会中，南通市
通州区实验小学“蕊春管乐社
团 ”的 同 学 们 占 了“ 半 壁 江
山”。社团里共有七十多名同
学，每周二下午由顾军老师的
专业团队为大家分声部培训，
每周五社团的音乐老师们还会

带领同学们进行整体“复习”。虽
然加入社团才一年多，但五（1）班
黄子墨已“身经百战”了。回忆起
音乐会前的准备工作，黄子墨一
脸激动，“练习很辛苦，但我们从
不抱怨。”在他看来，除了热爱音
乐，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对集体的
责任，在演奏过程中哪怕某个乐
器错了一个音都会“闹”出很大动
静，这让他明白只有团结一致才
能演奏出完美的曲子。黄子墨还
将这种团队精神带到学习生活
中，班上只要有同学需要帮助，他
总会第一个冲上前去。

四（14）班余豪翔在社团里收

获了坚持。作为社团里唯一的
“小军鼓”，余豪翔在整场音乐会
中“独挑大梁”，鼓声贯穿整场音
乐会。为了在舞台上展现出最好
的状态，余豪翔有时每天从早上
八点一直练习到晚上九点多。面
对很难的曲子、不认识的音符，余
豪翔从不畏惧，反复练习并请教
老师将困难逐一破解。在音乐会
上，余豪翔获得了台下一位专业
指挥家的肯定与赞许。这段经历
让余豪翔明白，只有坚持才有可
能成功，“以后我要将这份坚持运
用在生活学习中，成长为真正的
男子汉！”

本报记者 周 琳 通讯员 朱新燕

本报记者 张玫莹 通讯员 董建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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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参观中，同学们还与老中青
三代港口建设者进行对话，分享港口
建设工作中的精彩故事。

面对从事港口工作几十年的老劳
模张锡柱时，李昊宸问：“几十年都干
一样的工作，您会觉得很枯燥吗？”张
锡柱笑着说：“正因为几十年的坚持不
懈，我才能掌握娴熟的技术。做任何
事都要有持之以恒的精神。”

四（9）班张耀广向港口青年建设
者、赣榆区十大杰出青年万子铭请教

成功的奥秘，万子铭给出的“答案”是“勤奋”，“我并不比任
何人更聪明，但我认真对待每一项工作，勤奋地学习知识技
能。作为学生，你们如果做好每一次作业、写好每一个字，
也一定能取得好成绩。”张耀广说：“正是因为港口建设者们
的接力奋斗，才有了如今现代化的赣榆港！将来，我们一定
要接过他们的担子，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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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耸入云的吊车、硕大无朋的巨轮、
整洁干净的控制室……连云港市赣榆区
实验小学的同学们来到家乡的赣榆港，
被眼前充满了现代化气息的景象所震
撼！这些实物比电影《厉害了，我的国》
中的画面更震撼人心，而寻访活动中，港
口建设者们敬业进取的精神也更激发了
同学们奋发前进的力量。

港口，带动家乡开放
航路连通世界各地，每年上千万

吨吞吐量……这些描述赣榆港的“关
键词”经常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为赣榆
人熟知。但赣榆区实验小学四（9）班
蔡毅轩还是觉得在现场看更带劲，“那
些集装箱小则几吨，大则几十吨重，可
吊车轻轻一抓，仿佛毫不费力。而港
口的装卸车，每个轮子都比我高，真不
知道是什么‘魔法’让它如此听话地动
起来的？”

同学们从小就常听长辈说，连云
港是亚欧大陆桥的东桥头堡，“赣榆港
集装箱里的货物来自世界各地，要运
往全国各个角落，还有很多会通过新
丝绸之路运到遥远的欧洲去！”蔡毅轩
兴奋地说：“通过赣榆港，我们和世界
的联系更加紧密了！”

科技，助力港口腾飞
来到赣榆港后，四（7）班的李昊宸

感觉这与自己脑海中的港口形象很不
一样，“我原以为港口里肯定会是人来
人往，忙碌非凡，可这里更多的是一些
大型机械在运作，根本没见着几个人，
工人们都去哪儿了？”

当同学们到港口总控制室参观
时，李昊宸找到了答案。控制室的几
面墙都被大大小小的屏幕“占领”。这
些屏幕实时显示着港口各工位的工作
情况及港口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数据，

“控制室的工作人员通过这些屏幕遥
控指挥着整个港口作业，只需按一下
按钮就能完成对集装箱的操作，快捷
又省力，当然不需要太多人啦！”李昊
宸大为惊叹，“听说我国的上海港是世
界最大的港口，更加智能高效，科技的
力量真是强大！”

敬业，创造美好未来

丁 捷有些“糊涂”要不得

“书痴”长成记
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妈妈便

常带《西游记》一类的连环画、小
人书给我看。拿到这些图书，我
虽然欣喜，但只能看图想象。连
图都“消化”不了时，我求助妈妈，
在她的讲解声中，一页页地翻、一
句句地听。

在妈妈的“引荐”下，我还读
到许多有趣的童话。至今我仍记
得这样一则：几只小老鼠为了让
妈妈的蛋糕更大，不停地加面粉，
可结果却使得蛋糕很难吃。但鼠
妈妈尝了以后，却说那是她吃过
最美味的蛋糕……“这个故事教

会你怎样的道理？”妈妈问我，我
不假思索地回答：“鼠妈妈知道那
是孩子的一片心意，所以觉得
甜！”妈妈满意地摸了摸我的头，
意味深长地对我说：“是啊，只要
家人在一起，吃什么都是甜的！”
这让我第一次感受到，读书能教
会我生活中的道理。

后来，我开始自己选择课外
书，如《鲁滨逊漂流记》《钢铁是怎
样炼成的》等，读书讨论环节也换
成了我向妈妈提问：“您猜我为什
么喜欢《鲁滨逊漂流记》？”没等妈
妈作答，我就忍不住透露答案：

“因为鲁滨逊依靠自己的双手打
造明天！”“你也一定能做到，你很
早就自己看书、学习了，未来一定
比鲁滨逊更棒！”妈妈笑盈盈地鼓
励我。

由于我酷爱读书，也喜欢向
同学推荐好书，所以我被赠予了

“书痴”的称号。最近，在课堂上
老师问到有谁能一天读四小时课
外书时，同学们都将目光投到我
身上！那一刻，我心里美滋滋的，
也溢满了感激：谢谢妈妈，帮我从
小养成爱读书的好习惯！这个习
惯会照亮我的一生。

射阳县第二中学初三（3）班 吉仕豪

“难得糊涂”这四个字，我们在生活中
是否常常听到？我们先来说说“难得糊涂”
的由来吧。这是当年郑板桥在山东莱州的
云峰山观碑时写的，他先是写了“难得糊涂”
四个字，接着又补写道：“聪明难，糊涂尤
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放一著，退一
步，当下安心，非图后来福报也。”

在郑板桥这儿，“难得糊涂”是他在官
场遭遇黑暗，却又不愿意同流合污而引退
的决意。于当时而言，“难得糊涂”确是
最好的退路——想要坚守住自己的初心，只能在
世俗的恶浪中撤退。

时间推进，今人所“标榜”的“难得糊涂”早
已不同于郑板桥的“难得糊涂”。今人的“难

得糊涂”，多是劝人、劝己什么事情都不要较
真，得过且过。

作为青少年，我们是新时代的希
望，是祖国的未来，郑板桥所说的“难

得糊涂”中的智慧我们要汲取，但
作为如今精明标签的“难得糊

涂”我们要坚决杜绝！随
大流、得过且过，不

光 是 对 初

心与奋斗精神的放逐，也是严重缺乏社会责
任心和使命感的表现。

哪些方面可以“糊涂”呢？美国斯坦福大
学的教授们给出了建议：“新闻并不需要看很
多，获取你最需要的关键信息即可。”教授们
还提醒我们，必须在大脑外设立一道“防火
墙”，并且不断地为大脑补充新鲜的养分，这
样才能从根本上抑制焦虑，让人变得更专
注、更有效率和幸福感。我想，这是我需要
反复提醒青少年的：不需要过量地阅读爆

炸性新闻，也无须因为从众心理、获得谈资而去看
无聊的肥皂剧——这些都是我们可以，也应当

“糊涂”和“偷懒”的地方。
又有哪些“糊涂”要不得呢？我们并不是

完全屏蔽世界与我们的联系，相反，我们要
关心国家大事、关注国内外最新的动态，这
些都能为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提供重要的
参考和帮助。当然，我们要有选择地、
理智地去看。我们还要全方位提
升自己，无须待到学成之后，而
是从现在开始，就为社会、
为国家，播撒善与爱
的种子！

开心一刻

“关心下一代周报”微信
快来扫一扫

今天小军放学以后兴冲冲
地跑回家，跟妈妈说：“妈妈，妈
妈，老师今天表扬我来着！”

妈妈一听，特别高兴，就问
他：“老师表扬你什么啦？”

小军一咧嘴：“老师说啦，
今天所有罚站的同学里，我站
得最直！”

两只蝴蝶
孙女每天晚上都缠着奶奶

给她唱歌才肯睡觉。
这天晚上孙女哭闹着要听

歌，奶奶实在拗不过，只好依着
她，问：“你想听什么歌？奶奶
唱给你听。”

孙女歪着脑袋想了一下
说：“我要听《两只蝴蝶》。”

奶奶哪会唱《两只蝴蝶》
啊，她愣了一下，随即唱道：“两
只蝴蝶，两只蝴蝶，跑得快，跑
得快……”

期末考试后，众人在小明
家聚会。

小强：“这次大家考得怎么
样啊？”

小明：“很简单啊，我考了
99分。”

小强：“哇，小明好厉害。
小凯，你呢？”

小凯：“我？我比小明多一
点吧……”

小强：“哦？100分？”
小 凯 ：“ 不 …… 我 9.9 分

……”

多一点

表 扬

小丽到上学年龄了，便去
参加入学考试。

考完试，妈妈忙问考的什
么，她说：“有一道题是问三乘
以七等于几？”

妈妈问她填了多少，小丽
不耐烦地说：“我不管三七二十
一填了十五。”

反季购物
周末，妈妈带女儿去逛街，

正好看到一家商店在促销卖反
季衣服，妈妈便给女儿挑了一
件短袖上衣。

女儿好奇地问：“妈妈，现
在是冬天呀，你怎么让我穿短
袖？”

妈妈解释道：“我这叫反季
购物，现在买价格便宜，冬天买
了夏天穿。”

女儿半天没吭声，过了一
会儿和妈妈说：“妈妈，咱们买
些冰激凌存起来吧，到了夏天
我好吃！”

考 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