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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让美好可持续

劳动，是感恩也是奉献

礼仪，让冬天“暖”起来

在高邮市第一实验小学美术教室的墙
上，悬挂着纸浆画社团同学们的“杰作”。一
幅幅色彩绚丽的纸浆画令人目不暇接，纸浆
的纹理和厚度赋予了画作独特的立体感，让人
很难相信它们的“前身”竟是被丢弃的废纸。

撕碎、泡制、掺入乳胶调配，废纸“摇身一
变”成了制作纸浆画的原材料，四（3）班的林恒
悦用它在画板上勾勒出一片蓝天。在蓝色颜料
的选择上，林恒悦可是有一番自己的思考，“我
们要自己尝试调色，这种从深到浅的变化是同
学们集思广益的成果。”同班同学吴旭鑫也很有
感触：“完成一幅画需要大家团结合作，一起动手
才能创作出别样的精彩。”

有水彩画基础的王天佑绘制起纸浆画来已
然得心应手，他娴熟地用镊子镊起潮湿的纸浆，

蘸取颜料染色后，在已勾勒好线条的画板上进
行拼绘，一只猫头鹰瞬间被“画龙点睛”，还有那
树梢上远眺的群鸟、草丛中静守的白兔……同
学们尽可能发挥想象，于是，生动有趣的图案跃
然纸上。他们努力践行着社团活动室墙上的那
句话：“美，在这里诞生。”

通力合作、勇于创造，让纸浆画社团的同学
们在享受过程的同时有所收获。制作纸浆画不
仅丰富了他们的课余生活，更坚定了他们践行
环保的决心。一想到绘画的原材料是由废纸加
工而来的，同学们心中便溢满自豪感。“只要有
心，用过的一次性纸杯也能成为艺术品！”金仁
萱自信地说，既然废纸可以再利用，其他生活用
品也可以环保起来，节约用纸、用水、用电，环保
无处不在。

1938年 12月 9日是让海门市四甲人民铭记的日子——在这一
天，日本军侵占了四甲镇，而当地军民抗战的历史也成为红色教育的
珍贵教材。寒假里，四甲中学的同学们来到镇上的红色基地——抗
战时期地下秘工部纪念馆参观、学习，访问四甲老党员、老军人，听他
们讲述地下秘工部的英雄与日寇作斗争的事迹。

老党员李爷爷告诉同学们，1942年12月，日军正疯狂地进行“清
乡”运动，秘工部部长谢克东白天在政治交通员、地下共产党员陆丕
文的掩护下当“红帮裁缝”，走乡串村做“手艺生意”。到了晚上，谢克
东便与党支书朱姚挑着煤油灯分析革命形势，研究如何宣传、组织、
武装群众，积极开展“反清乡”斗争。日军整日在通吕公路上巡逻，要

“捉拿”谢克东。在群众的掩护下，谢克东一次次逃过敌人的魔掌，指
挥群众配合新四军取得了“反清乡”斗争的胜利……四甲中学的张艺
同学听后说：“地下秘工部就像一盏明灯，为抗日的家乡群众指明了
方向！”

同学们不仅参观了地下秘工部纪念馆，还来到屋后的竹园里
——当年政治交通员陆丕文常把秘密文件藏在竹园的柴草堆里，从
未遗失过。望着如今的茂盛翠竹，万雨荷同学说：“这片竹园是抗战
胜利的见证。站在竹园里，我仿佛能看到英烈们为取得胜利而抛头
颅、洒热血一往无前的身影。我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好好学习，
继承先辈们的抗战精神，将来成为和平的守护者！”返校后，同学们写
下了寻访文字，还办起了《传承红色基因》手抄报，将假期里在地下秘
工部纪念馆的所见所闻所感传递给更多小伙伴。

虽然新春的年味儿还没有完全
散去，但新学期的号角已然吹响啦！
此时此刻，同学们的心是否还停留在
热闹的节日气氛里？身体是否还留
恋着被窝的温度？我还听说，有不少
同学追着热门偶像剧，甚至沉醉在网
络世界里。可不管情不情愿，既然踏
进新学期的门槛，我们就该为学习、
为生活掀开新的篇章。快快“治愈”
寒假“综合症”，顺利度过开学关键
期，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调整状态，可以从认真检查寒假
作业开始。仔细检查是否有遗漏的
地方，做到及时查漏补缺。领完新书
后，我们可以跟父母一起包书皮，并
浏览一下新学期的知识点，因为很快
就要跟它们“见面”，混个“眼熟”总是
不错的。另外，我们也可以邀请父母
或同学一起去书店挑选合适的辅导
书或课外读物，并给自己订下新学期
比较详实的目标，从现在开始践行。
俗话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儿，

有的是工夫，有的是希望。面对新学
期，同学们不光要立下志向、订好目
标，也要思考该如何与老师、同学更
好地交往，以及如何让自己的生活更
富有意义与朝气。

新时代，我们的祖国在努力奔
跑，我们每一个中华少年也应当努力
奔跑！同学们，让我们牢记习爷爷的
教导，背起行囊，重拾心情，做一个无
愧于美好时代的小小追梦人。

说起“年味”，我最向往的便
是香喷喷、热腾腾的饺子味！每
年大年夜的“全饺宴”，一直是我
家的“传统”。打我记事起，在爷
爷奶奶和面、擀皮、拌馅、包饺子
时，爸妈也一定会加入其中，任爷
爷奶奶百般“驱赶”都不肯走开，
还常“反客为主”地成为厨房“主
角”。

今年，妈妈怀孕了，可她依然
一边擀饺子皮，一边与爷爷奶奶
聊家常。真是还没吃饭，就能感
受到春节的暖意。

“小娴，今年妈妈不方便，你
来陪爷爷奶奶包饺子！这也是一
门学问呢！”听到妈妈的呼唤，我
自然立即赶往“现场”。“你妈妈说
得没错，一个不爱劳动的人，还怎

么爱学习、爱生活呢？”爸爸补充
道。一向少语的爷爷也开了腔，

“我们年轻时能吃苦、勤劳动，才
能吃上饭。现在回忆起来，倒一
点不觉得辛酸，反而挺幸福的。
要不是每天日出而起、日落而息，
生活怎么能好起来？身板又怎么
会这么好？”奶奶也笑了：“是啊，
要我说，现在年轻人办健身卡，倒
不如勤奋工作和多干些家务活实
在！”

“劳动，我从包饺子开始！”我
迅速接下话茬儿，马上动起手
来。取饺皮、放馅、捏合、掐边儿
……包饺子实在是门技术活，尽
管我尽量按照奶奶教的方法去
做，可包出的却是三角形、正方形
以及不规则形状的饺子。在锅

里，许多饺子“共舞”时，我能一眼
分辨出自己包的“低颜值”水饺。
看出我的沮丧，爸爸安慰我：“劳
动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就像包饺
子，多练习就能提高技术！”

“请大家尝尝我包的饺子！
不光美味，更重要的是里面还包
含了我对你们的感恩与爱！”开饭
时，我还是强力推荐着自己包的
饺子，并承诺道：“明年我包的饺
子一定更美味而有型！”

新春里，品味好家风好家风好家风！
本报记者 邓 园 周 琳 通讯员 张才祝 陈德忠 宋 蕴

在刚刚过去的春节里，同学们不仅收获了家人团聚的喜悦，品尝到许多年味儿十足的美
食，还上了好多堂由长辈们亲授的传统范儿春节专属“课程”，如礼仪课、环保课、劳动课等，
这些都让我们在崭新的2019年里，活力满满，并对成为更好的自己充满了希望与期待！

小学二（4）班的张可莹立刻丢进垃圾桶，但
她总有些拖拉。年前，妈妈带领张可莹一
起大扫除，“不干不知道，做家务那么辛苦，
光收拾书桌就花了大半天，以前妈妈打扫
全家得有多辛苦啊！”张可莹懂得了讲卫生
不仅是良好的生活习惯，更是对他人劳动
成果的尊重，“新的一年，我要多多劳动，让
妈妈轻松一点。”“在给长辈拜年时要祝福他们长寿安

康。行作揖礼时，不光要注意手上的动作，
还要鞠躬以表示对长辈的尊重。”刚放寒假
时，射阳县实验小学四（10）班窦文浩的爸爸
就化身礼仪老师，教他从拜年到用餐的许多
礼仪。“爸爸一直儒雅礼貌，每天都向爷爷奶
奶问早安、晚安。他告诉我，在礼仪上做足
功课会让人感到被尊重，心也会暖起来。”过
年时，窦文浩用礼仪“武装”自己，温暖他人。

今年过年，南京市赤壁路小学三（8）班
的王梓愉除了收到压岁钱，更收获了妈妈言
传身教的礼仪“大红包”。拜年路上，遇到公
交司机、环卫阿姨，妈妈都会大声道句“新年
好”。“妈妈说，他们牺牲了休息时间，保证城
市的正常运转，我们应该感谢他们。”大声问
好不仅是礼貌，更是表达谢意与关心的方
式。王梓愉和妈妈一起向遇到的人们问好，
一路走来不仅充满年味，更充溢着人情味。

作为河道保洁员，大年初二一早，射阳
县小学五（4）班朱伟杰的爸爸便手持网罩、
脚蹬雨靴，迎着寒风，踏着积雪，清理自己分
管的沟河中的垃圾。晚上，朱伟杰问爸爸为
什么要义务“加班”，爸爸笑着说，在一些人
口集中的居民点，许多燃放鞭炮留下的纸屑
遍地飞扬，也吹到了河道中。改善水环境、
保护水景观，不能等到假期后才行动！于
是，从大年初三开始，朱伟杰也加入了爸爸
的“保护河道小分队。”

“我的爸爸是个热衷环保人士，从小他
就教我随手关灯、节约用水，即使偶尔点外

卖，他也会备注不要一次性餐具……”南京
市赤壁路小学二（3）班的王昱衡说，受爸爸
影响，他在寒假中还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了
南京生态文明教育馆，更系统地学习环保知
识。王昱衡说：“爸爸说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我们要从小培养环保意识，将环保变成习
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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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纸变身艺术品艺术品艺术品
本报记者 宁 靖 通讯员 沈倪坚 卞龙余

在竹林中遥想英烈身影
通讯员 黄文成 顾云军 张志英

同学们：预备，跑！

其乐融融饺子宴
盱眙县五墩实验小学六（1）班 李子娴 指导老师 王 琼 刘佳佳

张家港市南沙中学教师 王晓东

大年初五，盐城地区普降大雪，家住两
条省道交汇处的射阳县明达双语小学二（9）
班陈金成同学，一大早就看到爷爷不顾严
寒，在路上扫雪。“爷爷说如不把积雪尽快扫
清，车辆容易打滑，很不安全。”陈金成也赶

紧穿好衣服，和爷爷一起扫起雪来。经过两
个多小时的“鏖战”，祖孙俩扫清了500多米
道路上的积雪，许多过往车辆和行人都为他
们的行动“点赞”。

家里一有垃圾，妈妈总让南京市赤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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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三、周五，是苏州市吴江区震泽实
验小学“江村娃爱心超市”“营业”的日子。
十来平方米的屋子里，两边靠墙的“货架”
上整齐地摆放着各种书籍、文具用品和衣
物。与街边超市不同的是，这些“货物”没
有价格标签，而“营业员”则是佩戴绶带的
学生志愿者和学校退休的老教师。

爱心超市是一个鼓励大家无偿捐出自
己的物品，献出一份爱心，帮助和温暖他人
的平台。震泽实验小学学生中有近一半是
外来人员子女，爱心超市让他们感受到了第
二故乡的温暖，也让本地同学懂得了关爱他
人，在同学间形成了互帮互助、相亲相爱的
友好氛围。自“开业”以来，五（3）班范欣妍就
一直担任“营业员”，她说：“‘超市’里常挤满
了人，有的同学来捐自己的物品，有的来领

取心仪的东西，‘交易’十分频繁，可热闹了。”
范欣妍负责给同学们捐的“货物”编号、归类
并登记，小到一支铅笔、一块橡皮，每一件都
记录得清清楚楚。“东西再小，也是同学们的
一片爱心。”每当接过捐赠的物品，范欣妍似
乎都能感受到爱的温度。

超市里的爱心物品大部分是用过的，
但也有很多是全新的，有的甚至还有着特
殊的意义。五（3）班李雪就把自己获得珠
心算比赛二等奖的奖品——一套价值不菲
的水彩笔捐献给了爱心超市，因为她希望
有更多人能和自己一起分享胜利的果实和
喜悦。作为回报，捐献的同学可以获得一
枚“爱心纪念章”，如今积攒“爱心纪念章”
在校园里风靡起来，成为同学们最值得骄
傲的事。

领取物品的同学不用付现金，凭一张
班主任老师发的“爱心超市券”就可以了。
外来人员家庭很多经济条件不太好，这些
家庭的同学平时舍不得买学习用品和衣
服。“老师会经常了解贫困学生的需要，给
他们发放爱心券，当然表现好的同学也能
得到爱心券。”五（5）班顾洲瑜说，得到爱心
券是件令其他同学羡慕的事，她也曾得到
过一张，在超市里左挑右选后，最终兑换了
一本自己一直想看的《淘气包马小跳》。“看
完之后，我又借给了别人，让大家一起分
享。”

就这样，一本书、一支笔、一件衣物
……从一个同学手里传到了更多需要它的
同学手中；奉献爱心、呵护爱心、传递爱心，
这股暖流在校园里满溢开来。

爱心超市情暖情暖校园
本报记者 郭 瑞 通讯员 王剑荣 姚海军

当“70”岁遇上“40”年

开栏的话：今年，我们将迎来祖国妈妈
70华诞。70年来，华夏儿女风雨同舟，在党的领
导下昂首阔步迈进了新时代。在祖国妈妈70岁生
日之际，同学们用眼捕捉、用脚丈量、用心感受祖国的
新发展和家乡的新面貌，收获了沉甸甸的幸福感，不仅
对祖国妈妈有着说不完的祝福，更立志努力奔跑，做新时
代的追梦少年。

如皋市安定小学二(5)班 李兆希 指导老师 缪 芳

你知道常州有“三宝”吗？不知道的话就
跟着我们小记者去常州三宝博物馆看一看吧。

常州三宝，即梳篦、留青竹刻和乱针绣。
走进博物馆，我们首先参观的是梳篦，它是中
国古代八大发饰之一。经过讲解我得知，梳
篦和梳子有所不同，梳子的齿比较疏松，用来
梳理头发，而篦子的齿比较密，更适合用来清
理头发上的污垢。接着，留青竹刻“抓”住了
我的眼：瞧，这副刻着一只站在枝头眺望远方
的小鸟，那副竹刻中的梅花傲立枝头，让人不
禁感叹生命力的强盛……这些留青竹刻作品
中不仅有惟妙惟肖的画，还有苍劲有力的字，我

不禁感叹作者真是兼书法和绘画于一身的雕刻
高手啊！乱针绣更了不得，听说这种针法是中国

传统刺绣和西洋艺术的“完美融合”呢！
参观完常州三宝，我们还体验了梳篦的制作流

程。我在梳篦的正面画上了红白渐变的梅花，在背面
写上了我最喜欢的苏轼的名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

娟”，并将它好好珍藏。
这次小记者活动不仅让我见识

了精美的常州三宝，更让我对传统
工艺和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敬佩万
分。了不起的常州三宝，了不起的
家乡人！

常州市朝阳桥小学六（2）班 王 妍
小记者证号 J173411 指导老师 顾富群

了不起的常州三宝常州三宝

本报讯 今年是泰州解放 70 周年。寒假
期间，泰州市海陵区城北街道北山社区邀请社
区“五老”赵连壁爷爷为同学们讲述泰州解放
史。赵爷爷将泰州解放史分为“长江纵队进遍
泰州”“古城泰州终得解放”“社会秩序趋于稳
定”3个部分进行讲述，生动描绘了解放前一天
和解放当天泰州城的景象，同学们听得津津有
味。通过本次活动，同学们进一步了解了家乡
的历史，更加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长大后为
家乡发展做贡献的决心。 （通讯员 沈友宏）

无锡市梁溪区山北街道：

本报讯 2月 13日，由无锡市梁溪区山北
街道组织的“红领巾”寻访“五老”志愿者郁期青
活动在惠麓社区拉开帷幕。活动中，同学们观
看了郁爷爷带来的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
传视频，聆听了郁爷爷从17岁起扎根国家测量
事业，坚守工作岗位几十年的奋斗故事。互动
环节，同学们纷纷向郁爷爷提问学习生活中遇
到的小烦恼，郁爷爷也亲切地为同学们一一解
答。 （通讯员 陆晓君）

南通市港闸区实验小学：

“小毕昇”体验活字印刷
本报讯 2月 14日上午，南通市港闸区实

验小学四（6）班的20多名同学在班主任老师和
社区网格办的组织带领下，来到唐闸古镇时光
印记活字印刷体验馆，体验活字印刷术的乐
趣。活动中，同学们变身“小毕昇”，取字模、排
版、涂墨印刷、拆字模，认真完成属于自己的活
字印刷作品。活动结束，同学们纷纷赞叹汉字
之美和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

（通讯员 缪 扬 朱进清）

泰州市海陵区城北街道：

组织社区孩子听家乡解放史

挂灯笼、剪窗花、猜灯谜、识菜谱……
这个假期的作业花样层出不穷。2 月 18
日，无锡市南湖小学的同学们带着精心准
备的寒假作业——大红剪纸来到学校图书
馆，参加“巧手妙剪，童心贺春”元宵节主题
活动。活动中，同学们将假期里用镜头记
录下的家中的“中国年”，通过照片和视频
与大家分享，还一起猜灯谜、挂灯笼，上了

“年味”十足的第一课。
“我们小组寒假研学的主题是‘识菜

谱’，我学习了‘炸圆子’这道菜，其中讲究
可不少。比如，圆子要尽量捏圆，寓意一家
人团团圆圆；下油锅炸至金黄色最好，寓意
富贵。”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四（6）班的
李昊泽在开学汇报研究性学习成果时表
示，自己在研学中学到了很多书本外的知
识，让他了解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

新学期，““““““““““““““““““““““““““““““““““““““““““““““““““““““““““““““配齐配齐配齐配齐配齐配齐配齐配齐配齐配齐配齐配齐配齐配齐配齐配齐配齐配齐配齐配齐配齐配齐配齐配齐配齐配齐配齐配齐配齐配齐配齐配齐配齐配齐配齐配齐配齐配齐配齐配齐配齐配齐配齐配齐配齐配齐配齐配齐配齐配齐配齐配齐配齐配齐配齐配齐配齐配齐配齐配齐配齐配齐””””””””””””””””””””””””””””””””””””””””””””””””””””””””””””””梦想奔跑吧！
五彩的花灯、火红的剪纸、萌萌的小猪“佩奇”……2月18日，告别愉快的寒假，全省各地的中小学同学们携着“别样”寒假作

业重返校园啦！恰逢元宵节到来，校园里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气氛，老师还为同学们准备了别出心裁的“大礼包”。新学期的发令
枪已经打响，让我们“配齐”梦想奔跑吧！

新起跑线我们都是追梦少年

2月17日，踏着红毯穿过七彩拱门，常州
市三河口小学的同学们便被一幅巨大的中国
地图造型的“梦想板”吸引了。“新学期学习更
上一层楼”“长大成为航天员”“钢琴考级顺
利”……同学们拿着自己的梦想卡片，粘贴在
中国地图里自己家乡的省份上。活动结束
时，“梦想板”上汇聚了满满当当的追梦心愿。

2月18日上午，“2019，我们都是追梦人”
主题开学典礼在宿迁市宿豫区实验小学隆重
举行。典礼上表彰了 132位“假期综合实践
优秀少先队员”，六（3）班秦蕊作为代表发言，
分享了寒假期间剪纸和写春联的有趣经历，
并号召全体同学在新学期以百分之百的热情
投入到学习生活中，以实现中国梦为奋斗目
标。典礼最后，同学们在心愿卡上写下心中
的梦想与祝福，并贴在心愿墙上。

特殊“开学礼”助力新学期
新学期开始，备受好评的南京“弹性离

校”课后延时服务迎来升级版。2月18日，南

“别样”作业扮靓第一课

上图为张家港市白鹿小学用“梦想列
车”欢迎重返校园的“白鹿娃”。

中图为常州市三河口小学同学们在七
彩拱门下“放飞”梦想。

下图为东海县青湖镇中心小学的同学
们开心地领到了新课本。

本报记者 张玫莹 通讯员 张文强 刘晓东 张 瑜 朱新辉 张正友

“各位旅客，请注意！由深圳
开往香港的列车马上就要开车了，
请还没有上车的旅客抓紧时间上
车。”

今年，我们家去香港过春节。
一想到金紫荆广场、维多利亚港，
我就兴奋不已。正当我沉浸在遐
想中时，一位老爷爷拖着行李向我
们的座位旁走来。我赶紧站起身，
帮他接过行李。

“爷爷，您好！您也要去香港
吗？”我问。

“是啊，小朋友！”爷爷回答，
“我的儿子在香港工作，今年我们
全家在香港过节。”

“您是深圳人吗？”我接着问。
“是的！深圳这些年发展得可

快了，现在我们乘坐的这趟车15分
钟就能开到香港啦！”

爷爷接着说：“40年前，我想

都不敢想能去香港过春节。那时的经济可
不像现在这么发达，一年下来我们只能攒下
两三百元钱。”我不禁瞪大了眼睛。“改革开
放 4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像
这列广深港高铁，将广州到香港的时间缩短
到一小时左右，你说快不快？”爷爷摸了摸
我的头，说：“没想到 70岁了还能享受一回

‘高速时代’啊！”
“爷爷，您和祖国同龄呀！”我像发现

了新大陆似的，激动地说。
爷爷笑眯眯地回答：“我是老咯！

但祖国却正值青春，正蓬勃发展着
呢！”说到这，我们都笑了起来。

改革开放40年让70岁的中
国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朝
气蓬勃。我要好好学习，
将来建更好的路、造更
快的车，为祖国的
发 展 添 油 加
柴！

京市中央路小学的同学们都领到了一张《弹
性离校告家长书》。《告家长书》显示，新学期
同学们不仅可以从两个时间段中选择“弹性
离校”时间，还可以在机器人、IT工坊、轮滑
等 40多门课程中选择任意一门进行免费学
习。

“开学第一课”当然少不了爱国主义教
育。2月 17日，泰州市姜堰区蒋垛镇关工委
联合蒋垛中心小学开展“传承红色基因，发扬
苏维埃精神”主题活动。蒋垛中心小学吴九
成中队的同学们来到红十四军老战士吴九成
爷爷家中为老人打扫卫生，还参观了苏维埃
纪念馆。活动结束，同学们纷纷表示要传承
好红色基因，争做新时代的“三有”少年。

经过寒假的休整，站在新学期起跑线上
的同学们早已跃跃欲试，而老师们精心准备
的“开学礼”也为同学们加满“动力值”。2月
17 日是徐州市民富园小学新学期报到的日
子，同学们走进班级就惊喜地收到两份特殊
的新年礼物——“爱的红包”和“爱的抱抱”，
在重返校园的第一天就将幸运、幸福全“配
齐”。这些红包里既有“祝你天天开心”的温
馨祝福，也有“当一日班长”“采访一位老师”
等“特权”，无论抽到哪种红包，同学们都收获
了满满的动力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聆听“五老”爷爷奋斗故事

开心一刻

“关心下一代周报”微信
快来扫一扫

甲：“小时候，你妈打你，用
什么打得最多？”

乙：“我妈有一件兵器，招
之即来，挥之即去，而且不需要
我妈亲自动手，直接声控，同时
杀伤力增强一倍。”

甲：“你妈用的什么？这么
厉害？”

乙：“我爸！”

老师：“你来说说你的理想
是什么吗？”

学生：“吃得好，穿得好。”
老师：“你的理想能不能更

高些？”
学生：“吃得更好，穿得更

好。”

三个故事
爸爸哄女儿睡觉，说给她

讲一个故事，但女儿偏要听三
个。

爸爸想了想，开始讲故事
了：“从前有一个兔子和乌龟比
赛看谁跑得快。突然，兔子撞
到树上，农民捡到了，于是就天
天在这守着。于是，田里的庄
稼比别人矮；于是，他把庄稼拔
高一点；于是，庄稼全死了。这
就是龟兔赛跑、守株待兔、拔苗
助长的故事。三个故事讲完
了，快睡吧！”

一只蚂蚁在路上看见一头
大象，连忙钻进土里，只留一条
腿露在外面。

同伴不解地问：“为什么把
腿露在外面？”

这只蚂蚁说：“嘘！别出
声，我绊他一跤。”

绊他一跤

妈妈的兵器

理 想

大李带儿子小华去办公
室。有个同事问：“小华，你属
什么呀？”

小华一本正经地回答：“叔
叔，我属鸡蛋。”

同事一愣，忙问：“为什么
属鸡蛋呀？”

小华振振有词地说：“我妈
妈属鸡，我是她儿子，当然属鸡
蛋啦！”

吱一声
老师在课堂上提问小明，

小明站起来却一声不吭。
老师喊：“小明？”
可是小明还是不说话。
老师说：“小明！你怎么回

事啊？你到底知不知道答案
啊？好歹吱一声啊！”

只听小明开口了：“吱……”

属鸡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