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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彩童年

1.为自己点赞 2.感谢我的家 3.我身边的“老外” 4.啊，原来如此

海门市余东小学
五（2）班 冯子衿
指导老师 张志群

古镇京韵

我 有 巧 巧 手

（儿童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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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兴市城中实验小学四（7）班 陆修远
指导老师 张淑君

一年之季在于春！听，新学期的号角已经
吹响！小伙伴们，你们准备好了嘛？是不是也与
小编一样，还沉浸在浓浓的中国年味里？

关于“年”，同学们似乎都有一肚子话要说。
而同学们笔下的那些事儿，普通得也许就曾发生
在你的身边，可你有没有发现那份美好？比如
睿韬同学的“美食篇”，就是家家都在做、都在
吃的春卷，然而他发现了立春食春卷的寓意，
将全家人的辛劳和对幸福生活的美好祝愿
写了出来。正如王兰珍老师在推荐里所
说：“只有平时爱好生活，喜欢参与并观
察生活的点点滴滴，才能写出许多体
验真实生活的好文章来。”

——你的朋友 高 丹

泰州市姜堰四中
八（10）班 树睿韬
指导老师 王兰珍

别样的快乐别样的快乐别样的快乐别样的快乐别样的快乐别样的快乐别样的快乐别样的快乐别样的快乐别样的快乐别样的快乐别样的快乐别样的快乐别样的快乐别样的快乐别样的快乐别样的快乐别样的快乐别样的快乐别样的快乐别样的快乐别样的快乐别样的快乐别样的快乐别样的快乐别样的快乐别样的快乐别样的快乐别样的快乐别样的快乐别样的快乐别样的快乐

花季雨季

语语 丝丝

村口那株老银杏上扎满了红绸，
像艳丽的蝴蝶在袅袅炊烟里飞舞
……

就要过年了，家家户户屋檐下，
张灯结彩，喜气洋洋。亦有红辣椒、
玉米棒、香肠……悬挂在房檐下，等
你来品尝。村口，还飘来阵阵爆米花
香，这便是儿时过年的味道了。

“卖爆米花喽，又香又脆的爆米
花……”凌伯伯在村口的那棵老银杏
树下吆喝起来。这一喊，把安静的小
村庄唤醒了……

大人们急忙把准备好的大米，装
进麻袋里，叫孩子们跑到村口排队爆
米，生怕被人抢了先似的。

我和同伴结成队，跑着、跳着，蹦
到凌伯伯那里，好像看一场演出似
的。凌伯伯俨然是个行家，每过半小
时踢一脚。“嘭”一声，许多米像变魔
术似的，体积骤然膨胀了许多倍，变
得又香又甜。这时，我们就以迅雷不
及掩耳之势，把散落在地上的“漏网
之鱼”一个个拾起来，往嘴里送。

不一会儿，不远处飘来奶奶的声
音：“回去拿米嘞，咱也来爆。”我听了
兴奋得一蹦三尺高，急匆匆地从家里
取来一个鼓鼓囊囊的麻袋，没有爆米
花的伙伴们纷纷投来艳羡的目光，我
骄傲地咧嘴笑了。

终于轮到我了，凌伯伯娴熟地把
米倒进“铁葫芦”里，往火上一倚，左

手拉着风箱，发出“呲啦，呲啦”的声
音；右手转锅，发出“呼啦，呼啦”的声
响。两种声音汇在一起，就像一首低
沉的交响乐。凌伯伯一会儿看着压
力表，一会儿看着手表，不紧不慢，井
然有序地操控着，似乎一切都在他的
掌控之中。没过多久，他一脚抵住
锅 ，一 手 把 住 锅 盖 ，用 力 一 按 。

“嘭”——雷鸣般的声音，一下子传出
了几里远。这熟悉又让人有些害怕
的响声里，藏着我的期待和兴奋，同
时也意味着美食和幸福的到来。

按照奶奶的要求，凌伯伯又帮我
做了两块糖米糕。他从锅里倒出一
点糖浆，往模块上的爆米中拌了又
拌，拌匀了，用一块木板用力一压，再
一切，又脆又甜的糖米糕便做成了。

凌伯伯站起身来，笑眯眯地递给
我。这时，我才好好地端详起他：身
材高大，面色黝黑，眼睛炯炯有神。
因微笑而满脸紧蹙的皱纹，像一朵绽
开的菊花。我把钱递到他手里，他抚
摸了一下我的头，故意大声说道：“小
不点，看你这馋样，这回够你啃一个
星期的了……”四周响起一阵笑声。

傍晚，疲惫的太阳焕发出的最后
一丝光亮，透过金黄的银杏叶，照在
他同样疲惫的身上。凌伯伯收拾好
自己的“家当”，欣欣然推着小三轮
车，消失在暮色的余晖之中。

于是，年至！

小作者一开头就用生动的场景描写，营造出“年味十
足”的喜庆场面。紧接着，通过对凌伯伯爆米花时语言、
动作、神态等细致入微的刻画，使这个鲜活的人物跃然纸
上。老伯的沉稳、幽默，与作者的急切、羞涩相映成趣。
那“嘭”的一声，点燃了作者和读者内心的兴奋点，不但爆
出了爆米花的色、香、形，还爆出了文章的高潮和浓浓的
年味儿。同时，点明年味的浓厚，使“过年的味道，传统文
化的传承”这一主题更加鲜明。整篇文章语言朴实，用词
精当，首尾呼应，把童年那一段最值得“回味”的美妙记
忆，描写得有声有色，写出了作者童年过年时的热闹场
景。通读全文，一幅热闹喜庆的迎新图，赫然眼前。

——徐鸿鹏

今年的立春与除夕刚好是同一天，
按照习俗，立春这天应该吃春卷。父亲
在早餐店开门前就赶往集市买春卷皮
了。

买来的春卷皮是摞在一起的，包的
时候必须小心翼翼揭开，这是件技术活
——半生半熟的春卷皮薄如蝉翼，稍不
留神就在白净的面皮上撕开一道口
子。每当揭破面皮时，我会将破损的面
皮揉成一团，塞入口中。嚼一嚼，口感
像极了攥紧了的老酵馒头，极富弹性，
嚼劲十足，带着一股生面粉的清香。

包好的春卷像褪去旧壳的幼蝉，静
卧于盘中，时刻准备着迎接春天的到
来。透过白净的面皮隐约看到荠菜的碧
绿和肉粒顶起的细微凸起。不知何时，
我的口水已溢出嘴唇。

忙碌的年夜饭，全家总动员：母亲坐

在井边，挥动手臂用力刮鱼鳞；舅舅挥舞
刀勺，在砧板上和炒锅中留下有节奏的声
响；外婆蹲在灶后，将豆秸秆一把接一把
送入灶膛，发出“噼里啪啦”的喜庆声；六
岁的小表弟也加入忙碌的队伍，帮忙压井
水……原本空旷的餐桌逐渐充盈，菜一道
接一道：舅舅压箱底的蒜香鲍鱼、红烧猪
蹄，母亲拿手的大盘鸡、糖醋带鱼……此
时，我的手也痒痒的，欲上锅操作一番。

待大家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我
自告奋勇为大家油炸我亲手包的春卷。
用筷子轻轻将春卷从盘中夹起，小心放入
油锅，任它们在油锅中翻滚，“呲呲”闹个
不停。炸熟的春卷，色泽金黄，热气腾腾，
犹如根根金条，大家的筷子争先恐后地夹
起自己对眼的那根春卷。似乎筷子都长
了眼睛，总能挑到又大又粗的那根。

为了趁热吃，我不惜自毁形象，索性

直接用手拿春卷。轻咬一口，酥脆的面皮
包裹着香嫩松软的荠菜，入口即化；饱满
劲道的肉粒徜徉于牙间，回味无穷。

立春吃春卷，是对新年的向往。春
卷是一家人辛劳的成果，有外婆精心准
备的荠菜馅儿，有父亲起早买来的面皮，
更有新年美好的心愿：金黄的色泽寓意
来年能够招财进宝；用面皮裹着时令蔬
菜，卷成卷油炸，寓意五谷丰登，也是春
天的象征。

年夜饭，是一家人忙碌的气息，是一
家人团圆的温暖。围坐在饭桌上的一家
人，吃着春卷，谈论着过去一年里的收
获。“我的女朋友暂时空缺……”饭桌上
的话题焦点顿时被小表弟的雷人雷语吸
引。

欢声笑语，其乐融融，浓浓的年味儿
洋溢在屋内，让人感觉温暖而舒适。

“咳咳咳……”猪年第一天，别人欢欢喜喜
热热闹闹去拜年，而我却是高烧伴着咳嗽。妈
妈心急火燎地带我到医院。

快轮到我挂号时，妈妈突然一拍脑袋：“哎
呀，我忘记带钱包了，怎么办？”妈妈急得像热锅
上的蚂蚁。这时，前面一位叔叔转过头来：“我
有现金，等我待会付完了零钱可以给你，你微信
转给我好了！”妈妈连连道谢，叔叔微微一笑：

“没关系！新年快乐！”我在一旁暗暗想：这个叔
叔真是热心人啊！

在漫长的等待后，我终于不得不面对验血
这个可怕的“刑罚”了。于是，身体跟着心一起
往后不停地退缩，放下手里吃了一半的饭等着
给我扎针的医生叔叔微笑着鼓励我：“别怕，你
就当是蚊子叮了你一下，不疼的，勇敢点！”听完
这话，我心里舒坦了许多，主动撸起了袖子……

输液室里人头攒动，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
个位置坐下来。护士阿姨一会儿在操作台给病
人扎针，一会儿又马不停蹄地跑到座位上给病
人换药水、拔针，忙得不可开交，连喝口水的时
间都没有。但她们脸上时刻保持着柔和的微
笑，并轻声细语地询问病人的姓名和状况。

输液区的人越来越多，空座位寥寥无几。
只见一位大伯举着输液袋，一边环顾四周，一边
朝我们走来，还不时地向周围的人询问有没有
空座位。妈妈见状立即起身说：“来，这里坐
吧。”大伯坐了下来说：“真是谢谢你们了，大过
年的，挂水的人可真多啊！”“是啊！”……我们和
大伯聊天，不知不觉输液结束了。我向大伯道
别：“大伯，再见！新年快乐！”大伯也回应说：

“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哦！”
虽然明天我还得再来医院输液，但此刻我

的内心是温暖的、愉悦的。猪年第一天，带给我
别样的快乐！

大年三十，吃过午饭，爸爸把大门上的旧春
联清理干净，妈妈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新春联。
这时，奶奶新煮的“春联专用糨糊”也制作完
成。糨糊是用面粉加水煮到半熟制成的，这样
做成的糨糊，黏黏的，香香的，用来贴春联再好
不过！准备工作完毕，接下来就是贴春联啦。
爸爸小心翼翼地在春联背面抹上糨糊，然后一
手捏着春联左上角，一手捏着右下角，我赶紧搬
了张凳子到门口，爸爸举着春联一步跨上凳
子。我站远一点指挥着，“往上一点，往上一
点！”“左边歪了，向右一点！”“好，贴！”在全家人
的共同努力下，大红春联平平整整地贴上了大
门。“天地和顺家添财，平安如意人多福！”妈妈
笑着说，“贴春联是传统民俗，表达了人们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真不错，看着门上的大红春联
透着喜气，我心里说不出的高兴——过年喽！

选自《贴春联》
海门市通源小学五（1）班 许一程

指导老师 陆 莉

我拎着和爷爷一起买回来的各种年货，心
里喜滋滋的。真希望爸爸妈妈今年也能回家，
和我们开开心心过个年。可是，每当奶奶拿起
手机打电话给爸爸妈妈时，我总是紧张地盯着
手机，对他们又是想念又是怨恨。突然，听见一
声让我最最期待的声音，“兰兰，爸爸妈妈回来
啦！”妈妈高兴地喊着。只见爸爸妈妈拎着大包
小包，正对着傻愣愣的我微笑。我不顾一切地
狂奔过去，张开双臂猛地扑进妈妈的怀抱。“妈
妈，你们真的回来啦？”我哽咽着，泪水从我的脸
颊滑落。妈妈满脸愧疚：“是爸爸妈妈工作太
忙，过年一定好好陪你……”爸爸也蹲下来抚摸
着我的头。一家人坐在一起吃团圆饭，我知道
这就是幸福。桌上摆着各种各样香甜可口的
菜，我觉得，今天的团圆饭是世上最美味的。

选自《团圆的滋味》
常州市金坛区河头小学五（4）班 杨勋兰

指导老师 徐锁平

今年过年，我是陪着年近九旬的太奶奶在
乡下过的。太奶奶总爱戴一顶红色的针织帽，
皱纹堆叠的双手交叉放在膝上，整日倚坐在木
椅上晒太阳。年三十，外婆和爸爸妈妈去镇上
备年货，照顾太奶奶的责任由我担当。我学着
外婆的样子执行我的第一个任务——按摩。我
试探着用不大不小的力轻轻按揉着太奶奶的小
腿。“小晗，你揉得真好，比你外婆揉得还舒服
呢！”太奶奶笑着说，她深褐色的皮肤上扩散的
老年斑隐藏在肌肤的皱褶中，岁月刻下的纹路
历历在目。刹那间我意识到，无论岁月如何更
迭，这延续家风的重担只是换了不同的人来担
当，仍会一代一代传承。太奶奶养育了外婆，外
婆养育了妈妈，妈妈养育了我，而我现在正端坐
在太奶奶面前，承担起爱与亲情的责任。

选自《陪太奶奶过年》
宝应县射阳湖镇天平初级中学

九（1）班 范雨晗 指导老师 王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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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高新区实验初级中学苏州高新区实验初级中学
（（青城山路校区青城山路校区））
初一初一（（55））班班 宁奕涵宁奕涵
指导老师指导老师 徐鸿鹏徐鸿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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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苡涵，快下来！菜园里窜
来一只兔子。”一阵兴奋的声音
传入我的耳朵。我往窗外一
看，原来是楼上几个哥哥在捉
兔子。我几个箭步冲到楼下，
加入了他们的阵营。

菜园里，一只雪白的兔子
趴在青菜边。也许感受到我们
的敌意，“嗖”的一下准备逃往
安全处，却没蹦出多远。原来
它一只腿受伤了。

尽管兔子受伤了，我们却拿
它无可奈何——它逃不脱我们
的包围圈，我们也无法抓住它。
这时，上初中的阳阳哥哥想了个
好办法——用捕鱼的网去捉兔
子。只见阳阳哥哥慢慢地绕到
兔子的背后靠近它，然后以迅雷
不及掩耳之势将网往前一扑，它
便成了“网中之兔”。

我们带着兔子欢快地回家
了，还用零花钱买了一个粉色
的笼子，铺上厚厚的一层旧棉
袄。小白兔很快忘记了一切，
快活地在里面打滚。我们几个
打算共同饲养它，省得它再破
坏奶奶的小菜园。

天上掉下小白兔
泰兴市黄桥小学教育集团
新城校区三（1）班 吴苡涵

指导老师 闾小荣

娃娃练笔
晒被子的学问

徐州市铜山区马坡镇和畅
庄小学三（1）班 秦家琪

指导老师 王 敬

一个星期天，晴空万里，阳
光灿烂，我帮妈妈晒被子。

我把羽绒被抱到院子里，
妈妈说：“羽绒被吸湿性和排湿
性都很好，不能暴晒，放在通风
良好的避阴处就可以了。”说完
还在羽绒被上盖了一层床单。

妈妈问我：“你知道怎么样
晒被子吗？”我不假思索地答
道：“不就是把被子摊开放平，
放到太阳下晒一会，然后翻到
另一面再晒一会吗？”妈妈说：

“你只说对了一点。一般来说，
棉被在阳光下短时间地晒，棉
纤维就会膨胀起来。比如冬天
上午 11 点起只需要晒 3 个小
时，其他季节只需晒两个小时
就可以了。如果有灰尘，千万
不能拍打，拍打会使棉纤维断
裂。可以用软毛刷子刷刷，拂
去浮尘。”妈妈还告诉我，所有
动物蛋白质纤维都是不能暴晒
的，比如蚕丝、羊毛、羽绒。

听了妈妈的一席话，我知
道了晒被子也是一门学问。

每 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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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同学们胸怀远
大理想，脚踏实地，不懈努力着。寒假
里，南通师范学校第二附属小学三（7）班
汤任艳跟爸爸参观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
胞纪念馆。看着万人坑里的森森白骨，
她心里的悲痛难以言表，“我们应该牢记
这段历史，并鞭策自己为祖国的繁荣富
强不断努力。”为了实现成为环保发明家
的梦想，寒假期间，汤任艳每天都会阅读
科学书籍、画环保汽车设计图。

这个假期，立志成为科学家的无锡
市东林中学八（19）班胡皓凯和小伙伴们
一起研究升级之前发明的植物自动浇灌
器，不仅增添了监测植物水分与空气质
量的功能，还将自动浇水转化为互联网
控制，但硬件不配套、软件编程常出错等
困难，让他们一筹莫展。在社区组织的

“读一本红色书籍”活动中，胡皓凯了解
到原子弹之父钱三强的故事，“先辈们在
技术落后、条件困难的情况下都能完成
原子弹的自主研制，相信我们通过不断
努力也能成功。”

在参与“孙爷爷谈心室”寒假举办的
“传承爱国精神，争做时代新人”活动后，
南通市虹桥二中七（3）班曹惜觉得自己
更加热爱祖国了。唱红歌、听讲座、制作
电子小报，同学们忙得热火朝天，丝毫感
觉不到冬天的寒冷。其中，《义勇军进行
曲》大合唱让曹惜印象深刻，在了解国歌
的创作过程和历史背景后，每次唱到“把
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都让他
感受到肩上的责任，“新学期我要努力学
习，以后为筑牢祖国的‘科技长城’添砖
加瓦。”

本报记者 周 琳 宁 靖 通讯员 杨建斌 张佃芹 张媛芳

剪窗花、贴春联、看灯会……寒假里除了享受与家人团聚的欢乐，同学们
还积极参与“传红色基因，共话新时代，放飞青春梦”主题教育活动，在活动中
学习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并牢记习爷爷新年贺词中“我们都在努力奔跑，
我们都是追梦人”的殷殷寄语。你瞧，新学期伊始，同学们就忙着订下新学期
的计划与目标，向着美好的未来奋力前行，争做新时代的追梦人。

新学期我们都是奔跑者

新年春来早寻访传精神

同学们主动继承红色精神，并积极在生活学习中践
行。除了好好学习，无锡金桥双语实验学校六（4）班方
晟峰还想在2019年里多参与公益活动。在寻访老兵李
爷爷时，红军的无私奉献精神让他动容：过草地期间，一
位留下来负责照顾伤员的红军把自己的食物都留给伤
员吃；伤员慢慢康复了，这位战士却因为饥饿和疾病走
到生命的尽头。“作为独生子，之前我很少会为别人考
虑，有时还会为一些小事与人争吵，和红军战士们一比，
我真是太羞愧了。”寻访后，他去敬老院看望老人、帮助
同学解决难题，方晟峰正用点滴行动改变自己。

作为淮安市新安小学五（8）班班长，寒假里，王浩
天从图书馆、网络收集了很多英雄模范乐于助人、无私
奉献的故事，准备开学讲给大家听，号召同学们积极参
与志愿活动。小浩天还参加寒假协管交通活动，“替交
警叔叔值班，让他们稍微休息，也展现一下我们这一代
人为集体服务的形象！”

用刮浆板把防染浆剂刮入花纹空隙，再漏印在布

面上，进行 6到 8次的反复染色……面对单调的操作，
南通师范学校第三附属小学五（4）班朱瑞妍耐心十
足。寒假刚开始，她就参与了社区组织的“非遗之旅”
活动。在寻访蓝印花布时，朱瑞妍了解到为了保护这
项技艺，很多人付出了青春与汗水。朱瑞妍觉得，学习
好这份技艺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更是对这些奉
献者的最好致敬。

宣讲革命故事弘扬革命精神，提前预习解决疑难
知识点，泡实验室攻克发明难题，反复练习争做传统文
化传承人……同学们将美丽梦想化作前进道路上坚实
的步伐，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用奔跑的身影绘就
追梦的青春篇章。

新时代我们都是追梦人

“这是为什么呀？”这应该算是海安中学高一（5）
班张迅恺小时候的“口头禅”了。还好他有一位“神助
攻”的科学老师——父亲，不但能及时为他答疑解惑，
还常引发他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做”。

“刚上小学时，爸爸就为我订了《小哥白尼》《我们
爱科学》等科普杂志，在积累知识的同时，我还生发出
自己动手发明的冲动。”说做就做！小学四年级时，张
迅恺的视力有点下降，周围不少同学也都陆续成了

“小眼镜”。“我发现包括自己在内的很多同学在做眼
保健操时总是找不准穴位，这会不会是导致预防近视
效果不佳的一大原因呢？”张迅恺将自己的发现和疑
问抛给爸爸。“你可以想办法帮助大家找准穴位，即使
起不到矫正视力的作用，至少也能让大家放松和按摩
眼睛吧？”爸爸的鼓励和引导迅速为张迅恺打开思路，
经过几轮查找资料、咨询老师和眼科医生，张迅恺成
功发明出“眼保健操穴位定位器”，并在2016年9月申
报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实用新型专利”。

像这样的“从‘为什么’到‘怎么做’”还有许多：航

模活动中，当同学们为断裂的螺旋桨心疼时，张迅恺
动脑又动手，想出了用AB胶加固的好方法，不仅解
决了燃眉之急，还节省了一笔器材开支；在春游中，张
迅恺跟同学们捉蝴蝶，由于“狡猾”的蝴蝶常常从网中

“出逃”，他就“顺手”发明出“防逃逸捕虫网”……最
近，张迅恺还在忙着申请一项专利——汽车前挡风玻
璃除雾器。那是冬天时他坐在爸爸的汽车上，发现玻
璃上很容易出现雾气遮挡视线，于是他通过给机器人
编程，让它成为了在玻璃上自由“爬行”的“蜘蛛侠”，
雾气当然“一扫而光”啦！

当选南通市首届“科学小院士”，成为江苏省美德
少年，又有多项发明专利“傍身”，张迅恺却说自己只
是个留心观察生活的思考者。“日常生活是一片大宝
藏，只要用足够的耐心和细心对待生活，生活自然会
引导我、教会我许多许多！”张迅恺说，发明创造是为
了让生活更便捷，而在这个有趣的过程中，生活还赐
予了他严谨、扎实的科学素养，这也让张迅恺成为了
一名全能“学霸”。

从“为什么”到“怎么做”
本报记者 邓 园 通讯员 王寿强美德少年风采录

开学了，同学们依然珍爱着假期参加“传红色基因，共话新时代，放
飞青春梦”主题教育收获的宝贵财富。先烈们闪亮的名字闪亮在新学
期的计划与目标之中。新学期就是新一程的追梦之行。

当好新时代的追梦人，我们需要有“坚如磐石的信心、只争朝夕的
劲头、坚韧不拔的毅力”。因而习爷爷语重心长地说，“此时此刻，我特
别要提到一些闪亮的名字”，这些“闪亮的名字”里有科技明星南仁东，
有全军英模林俊德、张超，有为祖国献身的王继才、黄群、宋月才、姜开
斌，等等。他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跨进新学期，要让革命先烈和

“新时代最可爱的人”的闪亮名字，在我们的心中闪亮，在我们的美好愿
景中闪亮，在我们学习成长中闪亮。在新学期里，应有足够的思想准
备，会有沟沟坎坎，会有激流险滩。但是，只要有这些闪亮的名字闪亮
在心中，我们就能一步一个脚印地努力奔跑，当个成功的新时代追梦
人。

让这些名字闪亮在新学期

周毅之

上图为南通市崇川区虹桥街道“孙爷爷谈心室”主题教
育活动启动仪式。

下图为胡皓凯（右1）与同学们研究植物自动浇灌器。

追梦新时代追梦新时代追梦新时代，，，
奋斗向未来奋斗向未来奋斗向未来！！！

寒假里参加丰富多彩的主题教育活动，
红色基因悄然传承。这不，还没开学，大家
就立下新目标并在为之努力了。在刚刚过
去的寒假里，无锡市东林中学八（19）班吴沂
霖和小伙伴们寻访了抗战老兵吴成爷爷，听
他讲述革命故事。其中，一名普通战士的乐
观精神让吴沂霖感动良久：战斗中，炮弹擦
着这位战士的衣服砸在他身旁，死里逃生的
他把炮弹壳带在身边，留作纪念。“在困难面
前要保持乐观的心态，才有可能战胜它。”本
来听说开学就要学习难度较大的反比例函
数，吴沂霖心里有些怯怯的，但寻访活动后，
她摆正心态提前自学，遇到难题也不再畏
缩，而是努力吃透。面对新学期，吴沂霖信
心满满。

范冉冉所在的淮安外国语学校初二

（17）班享有市“周恩来班”的荣誉，在这样一
个优秀的集体中，范冉冉当然不允许自己掉
队。她总结了现阶段自己的不足：“数学和
物理比较薄弱，需要多做习题、勤做实验。
能在家完成的物理实验，我都会再做一遍加
深印象。”新学期还没开始，范冉冉就已规划
好了各门课的学习任务，为今夏的“小中考”
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

新旅纪念馆就在淮安市新安小学校园
内，每次参观，五（6）班的施宇恒都有新收
获。在长三角地区“行知伴我成长”活动中，
施宇恒就地取材与小伙伴们合作讲了《百万
雄师过大江》的新旅故事。现在每每想起这
些故事，施宇恒依然觉得热血沸腾，“新旅的
足迹踏遍大江南北，从新学期开始我要学有
所获，今后把知识传播到全国各地，帮助和

鼓舞更多的人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