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心一刻

“关心下一代周报”微信
快来扫一扫

小红指着地图说：“这就是
广东，我们就住这儿。”

3岁的小妹说：“广东比我
还小，怎么能住人呢？”

有一天，李阿姨看到一对
非常可爱的龙凤胎，可是分不
出谁大谁小。于是她就问：“你
们谁大谁小啊？”

只听女孩说：“你猜猜看，
我们谁是哥哥谁是妹妹？”

表 扬
“你知道老师为什么今天

表扬小强吗？”
“因为最近几天他不跟同

学吵架了。人家有了进步，就
应该表扬嘛。”

“你知道什么！这几天他
在患咽喉炎呀！”

评 画
学校举办美术作品展览，

许多同学都到橱窗前来欣赏。
这时一个同学问毛毛：“你

说这幅画儿画的是朝霞还是晚
霞？”毛毛说：“当然是晚霞。”

“为什么？”
“因为我认识画这幅画儿

的人，他从来不早起。”

女儿：“妈妈，我长胖了，可
能是天太热而‘热胀’的，我很
想‘冷缩’一下。”

妈妈：“那你想到什么好办
法了吗？”

女儿：“只要一天让我吃两
个冰激凌就行了！”

热胀冷缩

比我还小

猜大小

弟弟问：“大象和金丝猴有
相同的地方吗？”哥哥说：“有，
它们都不会骑自行车。”

没撒谎
小方上小学三年级，家庭

作业布置用“一会儿……一会
儿”造句，于是他写下：“我上课
的时候一会儿唱歌一会儿跳
舞。”爸爸见了不高兴，责备他
说：“小孩子不要撒谎，上课时
能一会儿唱一会儿跳吗？”于是
小方重新造句：“我上课的时候
一会儿打瞌睡一会儿玩文具。”

共同点

小华：“你的狗把我咬伤
了，我要你赔偿！”小明：“是应
该赔偿。这样，我现在把狗按
住，随你怎么去咬它！”

赔 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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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在奶奶家玩时，我无意间发现了一枚与众不同
的“金戒指”。这枚“金戒指”的表面呈暗黄色，还布满了

凹下去的小坑，我十分好奇，于是将它拿到奶奶面前，
问:“奶奶，这枚‘戒指’长得好奇怪呀，是什么时候买

的？”奶奶接过“戒指”，端详了一会儿，笑着说：“涵
涵，这可不是戒指，我们叫它顶针或者针箍，在我
们家已经有二三十年了，比你的年纪还大呢。”

“顶针？”我很疑惑，便问奶奶它是干什么
用的。奶奶说：“顶针是做针线活的工具。以
前，人们穿的衣服、鞋子大多是自己手工做
的。缝较厚的衣服或纳鞋底时，把顶针戴在
中指上来顶针、缝制，手就不会痛啦。”“那为
什么不直接买衣服、鞋子呢?”我问。奶奶叹
了口气，说：“那时我们的国家比较落后，经
济发展缓慢，人们的生活水平低，吃穿基本
都是自给自足。”

沉默片刻，奶奶话锋一转：“但在党的领
导下，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千层底’
渐渐被球鞋和皮鞋替代，手工棉袄变成了‘滑

雪衫’……虽然这顶针用得越来越少了，但我
却始终舍不得扔。”

望着奶奶珍藏
的这枚“金戒指”，我

心想，它不仅见证了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更督促着我在如今吃穿
不愁的条件下养成勤俭节

约的好习惯。

1月 2日，《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40周
年纪念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主席出
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在讲话
中回顾历史、着力当下、瞩目未来，提出五
点主张，擘划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路线图。

1979年1月1日《告台湾同胞书》是
一篇载入对台工作史册的重要文献。《告
台湾同胞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
央政府、民主党派、全国人大等组织机构
对台湾发表的公开信，被视为是对台工作
的政策宣示，建国后总共发表过五次。第
一次由“台盟”于 1950 年 2 月 28 日发表，
第二、三、四次均由国防部于 1958年内发
表，第五次最为著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
于 1979年 1月 1日发表，是一篇载入对台
工作史册的重要文献，主要内容是明确提
出了结束两岸军事对峙、开放“两岸三
通”、扩大两岸交流等重要方针。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是指引新时代对
台工作的纲领性文献。1月2日习主席的
重要讲话，全面回顾了对台工作和两岸关

系的重大成就，深刻昭示了两岸关系发展
和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郑重提出了
新时代坚持“一国两制”、推进祖国和平统
一的重大政策主张，深刻揭示了台湾前途
命运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联系，充分体
现了对台湾同胞利益福祉的关心关怀，鲜
明表达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外来干涉
的严正立场，擘划了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
程路线图，是一篇把握历史大势、着眼民
族未来，指引新时代对台工作的纲领性文
献。习主席坚定指出，祖国必须统一，也
必然统一。这是 70年两岸关系发展历程
的历史定论。习主席给出了实现祖国统
一的“最佳方式”：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对我们进一步坚定信
心，继续团结包括广大台湾同胞在内的全
体中华儿女，共同致力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完成祖国和平统
一大业，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实现和平统一寄希望于台湾人民。
习主席重要讲话在台湾岛内引发高度关
注和强烈共鸣。可是1月2日下午蔡英文

却公然宣称，台湾“始终未接受九二共识，
也绝不会接受‘一国两制’”。1月 3日上
午国台办发布新闻稿，直接点名蔡英文是
在“大放厥词”，煽动两岸对立，破坏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局面。两岸和平统一如何
实现，习主席两句话给出了结论：“我们坚
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从根本上
说，决定两岸关系走向的关键因素是祖国
大陆发展进步。”祖国大陆不断发展的综
合实力，是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实现国
家完全统一最坚强保障。“历史不能选择，
现在可以把握，未来可以开创！”我们坚
信，两岸人民一定会携起手来，在习主席
重要讲话精神指引下，为完成祖国和平统
一大业而共同努力奋斗！

（作者系省委研究室原副主任）
本报讯 近日，滨海县八滩镇中心小学

的同学们走进王桥战斗纪念馆，开展“红色教
育进课堂”主题活动。活动中，同学们通过八
滩镇红色文化宣讲员周万平奶奶的讲述，了
解到王桥战斗是第二次反“扫荡”中的一次主
要战斗，沉重打击了日伪军的气焰。在周奶
奶的带领下，同学们还瞻仰了纪念馆中的陈
列，参加革命知识小测试，接受革命精神熏
陶。 （通讯员 沈益亮）

奇怪的“金戒指金戒指金戒指”
苏州市吴中区胥口实验小学

四（3）班 朱艺涵 指导老师 蒋依丰

习主席擘划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路线图
王兴亚

海门市实验小学：

文明小义工在行动
本报讯 1月6日，绵绵细雨挡不住海门

市实验小学小义工们的脚步。他们在辅导员
老师的带领下，手拿扫帚和抹布来到校园外
清扫街道。自上月学校成立“文明小义工”志
愿者团队后，41名小义工们每逢假日都会走
上街头、走进社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为城
市文明建设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通讯员 黄文成 陈敏敏 张志英）

新沂市棋盘镇筛子小学：

水文化“润”童心
本报讯 近日，新沂市棋盘镇筛子小学

开展“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暨第一届水文化
艺术节”活动。活动中，主持人向大家介绍了
改革开放给人民的生活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
化，同学们还表演了许多与“水”有关的特色
节目。本次活动既展现了改革开放成果，又
展示了学校的水文化特色，让同学们重温了

“善、勤、容、恒”的水文化内涵，从而更加珍惜
现在的幸福生活。 （通讯员 晁 铭）

镇江市敏成小学：

走上T台秀风采
本报讯 近日，镇江市敏成小学的小记

者在老师的带领下走上 T 台，进行走秀比
赛。登台前，同学们怀着紧张和激动的心情
充分准备；比赛中，小选手们昂首挺胸、沉着
自信，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比赛结束，获
得金奖的张欣蕊同学感叹：“这次活动让我变
得更自信了，也懂得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
年功’的道理，以后做每件事我都要保持认真
的态度。” （通讯员 刘利群）

滨海县八滩镇中心小学：

参观王桥战斗纪念馆

1 月 9 日，雨雪霏霏，纪念淮海战役
70周年暨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在
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前的广场隆重举
行，烈士亲属及社会各界代表向淮塔敬
献花圈并绕塔一周，深切缅怀革命烈士
丰功伟绩。徐州市科技中学的50名同学
作为学生代表参与了此次活动。聆听烈
士事迹，遥望高耸入云的淮塔和写满长
廊的淮海战役烈士英名录，八（10）班的
邵睦然下定决心担当起传承和发扬淮海
战役精神的使命。

徐州是当年淮海战役的中心地区，
徐州市的中小学同学们不仅在淮海战役
胜利 70周年之际开展各类纪念活动，他
们还将学习、继承和弘扬淮海战役精神
融入到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

每年清明节期间，徐州市奎山中心
小学的淮塔小卫士们都会身着白色制服
来到淮塔前站岗，自1978年起，32载风雨

无阻。身为今年的淮塔小卫士，六（4）班
韦一鸣一穿上制服，便立刻感到充满了
使命感。在塔前站岗时，他将腰杆挺得
笔直，任往来观众从身边经过也纹丝不
动。直到站岗结束，韦一鸣才感到身体
酸痛，但他说：“身为淮塔小卫士，革命烈
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热血仿佛也
流淌在我的身体里，与他们跳进冰冷的
河水中搭起十人桥、在战场上浴血奋战
相比，我吃的这点儿苦只能算是小小历
练。”

除了学习革命先烈英勇无畏的战斗
精神，前不久，奎山中心小学红领巾淮海
战役寻访小队的同学们还在参观淮海战
役纪念馆和查找资料的过程中，懂得了
团结的重要性。“淮海战役是我军战争史
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我想这与‘军
民一心为革命’的支前精神分不开。”在
寻访过程中，五（1）班丁奕臣被支前民工

自发用小推车为前线战士运送物资、粮
食和抢救伤员的无私精神所感动，她觉
得，只要大家手拉手向着一个目标前进，
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寻访
结束后，她便动员班里的同学
成立学习小组，集思广益攻克
学习上的“拦路虎”，“连老师
都夸我们共同学习的劲头更
足了。”丁奕臣骄傲地说。

“传承好红色基因，把淮
海战役精神发扬光大。”习近
平爷爷瞻仰淮海战役烈士纪
念塔时的殷殷寄语仿佛仍回
荡在同学们的耳畔。70年前，
淮海战役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
的全面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70年后，莘莘学子将淮海战
役精神牢记心间，并奋力争做新
时代好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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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玫莹 通讯员 惠毅晴 韩宏图

“包饺子蒸年糕，年年有鱼不能少；穿
新衣放鞭炮，大人小孩齐欢笑……”元旦
前夕，太仓市经贸小学校门前，一群身穿
唐装的“小福娃”们又跳又唱，好不热闹
（如上图）。在新年到来之际，他们以一曲
《欢喜中国年》迎新春，也用歌声为学校第
十届民俗文化节拉开了序幕。

“歼-20是我国第五代制空隐形战斗
机，2018年已经正式为我们的祖国‘服役’
啦！”“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就是我
们口中的‘天眼’呀！历时22年建成，我们
国家的天文学家的拼搏精神真令人敬
佩！”……走进校园，主干道旁布置的介绍
我国近几年来在军事、航空等领域重要成
就的展板，吸引了同学们前来围观，他们
纷纷为祖国点赞。

展板上详尽的介绍让同学们对“国之
重器”有了深入的了解，随后，他们又回到
班里闯关答题。在“飞机转转转”游戏中，

四（3）班吴洪佳蕊原地转了五圈后好不
容易才将小飞机道具扔进筐内，她感叹：

“宇航员、飞行员要在失重的条件下工
作，真了不起！”

除了有趣的小游戏，一年一度的“民
间艺人考级赛”也不能少。剪窗花、绘脸
谱、品丝竹，同学们在考级赛上大显身
手。“黑脸严肃，白脸奸诈，红脸忠义……”
四（3）班黄恩泽在学习画脸谱时了解了许
多小知识，获得“中级职称”的他很是满
意；五（1）班的蒋马卉则想要把自己热爱
的二胡演奏给更多的人听……

经过一天的游戏和比赛，校园民
俗文化节在同学们品尝特色小吃中
落幕。“这次民俗节，让我了解了祖
国的发展与强大，还让我变身民
俗文化的传承者，我真为我们
的祖国而骄傲！”黄恩泽笑着
说。

校园民俗文化节真热闹！
本报记者 张玫莹 通讯员 顾海红

上图为奎山中心小学同学们表演课
本剧《英雄的十人桥》。

下图为淮塔小卫士在纪念塔前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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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捷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然而一直到我们这一辈人记事起，在物
质上，一直都是比较贫乏的。但物质的贫乏并未阻止中华民族的
繁衍和壮大。我们是靠什么生存和发展的？当然是靠精神，靠我们
伟大的文化！

祖先留给华夏子孙的最珍贵的遗产，不是金山银山，而是愚公移
山。金山银山，总有用完的一天；愚公移山，却成为世世相传、代代共
勉的经典。所以，我们打着小算盘想要去盘点祖产，还不如翻开经典，
多读几句祖训。

名震中外、后人中大家如云的江浙钱氏家族，起源于 1000多年前
的五代，其始祖钱镠功可倾国，可他并不认为荣誉可以世代受用，去世
之前留下了 10条家训，核心内容是要后人积德聚才。“修桥路以利人
行，造河船以济众渡。”勤俭为本、忠厚传家、轻财重义、福泽乡梓，是钱
氏家族的初心。这个家族经受住风雨、荣辱、浮沉，始终保持着令人敬
重的优秀基因。一直到近代，还出了钱玄同、钱穆、钱学森、钱三强、钱
钟书、钱伟长等科学、文化大家，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钱氏家族的遗产“钱氏家训”也成为全世界公认的宝贵文化财富。

德才兼备能长久，急功近利命脉弱。为贝聿铭写传记的作家，一
开始准备用“百年旺族”来概括这个家族，后来发现不如“百年望族”
准确。为什么？因为“旺”是一种“势”，而“望”是一种“脉”，说到底，
是一种文化，对一个家族来说，是一种优秀的家风家德。传“脉”不
传“势”，才是贝聿铭家族及其他“望族”百年甚至千年兴盛的秘诀，
更是他们留给后世最珍贵的“遗产”。

同学们，新春将至，在家族团聚时，你们也要细心发掘家中那
最珍贵的“遗产”，将其作为最强动力注入新年的学习和生活
中。我相信，2019年你们一定会能量十足、收获满满！

最珍贵的“遗产”

很快，同学们便会迎来令人
暖心的寒假！快乐与幸福的前提
是安全，如何在寒假中保证安全
呢？请注意下面几条：

首先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
当同学们单独出行时，过十字路
口时一定注意观察来往车辆；若
相伴出行，则不能在马路上追逐、
打闹。

第二，消防安全须谨记。无
论身处市区，还是乡镇、郊外，同
学们都不要玩烟火棒、甩炮等有
危险性的烟花。

第三，不要进入三室二厅一
吧（游戏室、桌球室、卡拉OK室、
歌舞厅、录像厅、网吧），在其他公
共场所也要注意交往安全，不和
不良少年及社会人员交往。

第四，注意饮食安全。寒假
里总有很多美食诱惑，可同学们
也不能暴饮暴食，要做到不流连
路边摊，不吃不洁及三无食品。

第五，同学们独自在家时，不
要私自触摸电器插座及电线，不
擅自使用燃气，不随便给陌生人
开门，不在交流中向陌生人透露
家庭信息。

最后，寒假里，同学们将迎来
一年中最冷的日子，所以不管是

“家里蹲”还是外出，都要注意防
寒防冻，唯有这样，我们才能让寒
假的温暖，从体表流淌到内心！

安全，让寒假
“暖”起来

志愿者在行动

“小河长”正式上岗了
本报记者 张玫莹 通讯员 陈海华

听外公讲氢弹试验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附属高级中学高一（4）班 王天齐

做寒假生活寒假生活的“小主人”
本报记者 邓 园 周 琳 通讯员 杨爱红

眼瞅着，这一学期就要在同学们的努力中画上圆满的句号。对即将到来的寒假，你有
怎样的计划打算？在父母上班的日子里，我们成为了家中的小主人，有了更多可自由支配
的时间，我们如何将平时父母的“耳提面命”，化作假期的实际行动呢？

成为时间的“主人”

寒假里，同学们有大把的时间，可唯有在
父母的引导下，合理安排时间，真正成为时间
的“主人”，才能不虚度光阴。

寒假还没来临，但南京市赤壁路小学五
（1）班的许若熹已在爸爸的帮助下，将每天的
时间表大致勾画出来。“爸爸说凡事都要提前
准备。在以前的寒暑假里，我们就通过提前
约定好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来提高学习效率。
这个寒假，我打算留出更多的阅读时光。”许
若熹期待着通过阅读来拓展视野。

扬州市解放路小学四（1）班的陈宇康曾
“患”有“拖延症”，总是感到写作业的时间不
够用。可“生活家”奶奶告诉他，自己在洗衣
机工作时去买菜，利用炖汤时间拖地……这

“统筹法”让陈宇康大受启发，“在寒假里，我
打算通过统筹，合理利用时间，让假期变得高
效而轻松！”

让每一天都丰富多彩

对每位同学来说，寒假都是难得的“休整
时间”，既要放松身心，也要从父母那儿学习
制定计划的好方法，即使“家里蹲”也要做到
让每一天都丰富多彩！

几乎每个长假，南京市赤壁路小学五（1）

班的熊可馨都能做到学习、娱乐两不误。“从
小，妈妈就教我要制定学习计划并遵照执行，
这样学习时间得到了保障，娱乐游玩时也能

‘全心全意’。”2019 年下半年即将升入六年
级，熊可馨打算利用这个寒假巩固小学阶段
的知识点，为升学提前做准备。

“我的妈妈是最厉害的药剂师！”扬州市
解放路小学四（2）班的唐奕阳骄傲地说，妈妈
不仅能熟记成千上万种药品，还能说出每一
种药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这离不开妈妈
制定工作计划的本领以及她多年的努力践
行。”在妈妈的带动下，唐奕阳也提前制定寒
假学习计划，“我想预习下学期的主要科目，
让这个寒假点亮我的2019！”

文明绿色上网

寒假里，大多数同学都比父母提前进入
假期，在家中常处于无人约束的状态，这时我
们更需要合理利用网络、严格控制上网时间，
让自己的生活更健康，让父母更放心！

“在完成学习任务的前提下，我会上网浏
览新闻、搜索资料。爸爸告诉我，网络游戏不
仅浪费时间，对身心健康也有害无益。”南京
市赤壁路小学五（1）班的李宇乐跟爸爸约定
好，在寒假里，李宇乐减少上网“闲逛”的时
间，爸爸也减少刷手机的时间，“节省下来的

宝贵时间，我们会用在共读有趣的书上！”
前段时间，扬州市解放路小学四（2）班的谢

馨怡常借家人的手机玩游戏，不知不觉中浪费
了不少时间，再投入学习时，她发现注意力很难
集中，错题也多了起来。“妈妈严肃地向我讲述
了沉迷网游的危害，还帮助我制定了学习计划，
端正了上网态度。最近，我正打算利用寒假好
好完善错题集呢！”

什么是河长制？河长的工作
职责和主要任务有哪些？……这
些问题可难不倒响水县响水中心
小学的“河小青”们。这学期，老师
根据同学们的平时表现，选出环

保小达人担任“河小青”志愿者，
由他们动员身边的同学和家
人 一 起 保 护 河 道 、合 理 用
水。近日，新当选的“河小
青”们戴上红色绶带，正式
上岗了！

“‘河长制’是江苏首
创，由各级党政负责人对
辖区内的河流进行管理
和保护的制度。今年 6

月，我国全面实行‘河长制’，每一
条河流都有它的‘负责人’啦！”知
识讲座让五（4）班方耀玥了解了我
国现行的河道保护制度，感受到肩
头的责任。

听完讲座，“河小青”们来到自
来水厂和污水处理厂，对与我们生
活息息相关的水一探究竟。沉淀
池、过滤池、活性炭吸附池，在自来
水厂中，“河小青”们发现平时从水
龙头里源源不断流出的自来水，需
要经过如此繁琐的过程才能得来，
深感节约用水的重要。在污水处
理厂中，“河小青”见识到城市污水
经过处理后的“二次使用”，脑海里

蹦出了许多循环节约用水的小妙
招。

“阿姨，这是节约用水宣传单，
请拿好。”“奶奶，洗衣服时将水调
小，可以防止水花溅出。”……掌握
了理论知识还不够，“河小青”们走
上街头分发宣传单，来到社区宣传
节水，迫不及待地想要为保护家乡
河流做点事。五（4）班王耀锐说：

“我们不仅要保护家乡河流，更应
该珍惜地球上的每一滴水。”活动
结束后，王耀锐将所见所感制作成
小报，向班里同学介绍“河长制”、
宣传节水妙招，他希望更多人都行
动起来。

我成长于部队大院，我的外公、爷爷、妈妈都是
退役军人，爸爸是现役空军飞行员。受长辈们影响，
我从小就在心中藏着小小的“蓝天梦”。

我的外公曾是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
一名帅气的飞行员，在我心目中是一位了不起的人。

为什么说他了不起？时钟回拨到上个世纪70年
代，外公在马兰执行特殊任务。当时未满 30岁的他
被选为投掷试验氢弹的空勤人员，是机组成员中年龄
最小的。“我曾在马兰执行过两次核试验任务。和电
视剧《马兰谣》里演的一样，当年全国物资匮乏，马兰
的条件更是艰苦，茫茫戈壁，狂风凛冽，黄沙作伴，人烟
稀少，唯有胡杨昂首挺立。那时我和你外婆结婚没多
久，两人在地图上的距离近在咫尺，实际却隔着四千多
公里的山川河流，而且当时的工作保密性质和通讯条
件都不允许我和家中联系。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度过了
三百六十五个昼夜交替。真正试验的那一天，登上飞机
的那一刻，我既兴奋激动，又有些紧张忐忑。当时我早
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一心只想着完成任务。飞机起飞、爬

升、平稳、投弹……所有动作一气呵成，无线电里传
来‘成功了！成功了！’激动的呐喊。飞机转弯，透过
舷窗，我清楚地看到了那腾空而起的蘑菇云，那时我
是多么自豪、多么满足啊！所有的委屈、艰辛、付出，
在那一刻都值了！……今天国家的强大和你们的美
好生活，是多少人付出青春，乃至生命换来的啊！”

我聚精会神地聆听外公荡气回肠的故事，看着他
眼中噙着的泪花、脸上洋溢的自豪，仿佛都笼罩着幸
福的光环。

外公的话我一直铭记着，为了他的嘱托和自己的
理想，我一定要将这爱国、奋斗的精神传承下去！

““传红色基因传红色基因、、共话新时代共话新时代、、放飞青春梦放飞青春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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