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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在行动

穿越时空感受铁军精神铁军精神

这次的开学典礼是盐城新四军纪念馆开展的“红色故事
百家校园行”活动之一。纪念馆宣教部成春梅主任介绍，为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
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的讲话精神，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周
年之际，盐城新四军纪念馆充分利用馆藏教育资源，策划开展

“红色故事百家校园行”活动，目的是让铁军精神穿越时空，走
进更多青少年的心灵，让广大青少年接受红色文化的洗礼，激
发他们的爱国情怀。

本报记者 郭 瑞 通讯员 陆 舰 朱建勇

新学期开学第一天，盐城市田家炳实验小学举行“弘扬铁军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开学典礼。“抬头、挺胸、微笑，请
看英姿飒爽的旗手，他们是来自新四军纪念馆的叔叔阿姨们。全体立正，出旗，敬礼！”在昂扬振奋的旋律中，别开生面的升
旗仪式拉开了开学典礼的序幕。接着，身着军装的新四军纪念馆研学老师们给同学们讲述了新四军臂章的演变、革命烈士
方强的故事，还向同学们赠送《新四军的故事》书籍并带领他们唱响《新四军军歌》。

了解臂章演变，铭记革命历史

新四军先后佩戴过 6种臂章，而每一种臂章的设计都有
不同的含义。“最初的臂章画着一个左手持枪右手指向前方的
战士，左下方写着‘抗敌’二字，表明新组建的新四军开赴前线
抗日的决心。”四（2）班凌笑语对臂章的设计和含义如数家珍，

“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时，设计了新的臂章。用‘新’的英文
首字母N、4和‘军队’的英文首字母A组成了‘N4A’。图案中
蓝色代表蓝天，中间白色圆圈代表太阳，设计十分简洁，象征
祖国胜利的光明前途。”凌笑语认为，从臂章中就能够了解并
记住新四军不断发展壮大、英勇抗敌的历史，感受到铁军的坚
定意志和精神风采。

聆听英烈事迹，继承铁军精神

盐城曾是新四军重建军部所在地和华中抗战的指挥中
心，无数先烈在这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虽然先烈逝去，但他
们的名字、精神从未被人们遗忘。“我们盐城共有一百一十多
个乡镇街道是用革命先烈的名字命名的，我以前就知道大丰
有个方强镇。”听完新四军纪念馆研学老师的讲解，四（5）班蔡
皓嘉了解了方强烈士的英勇事迹。“方强原名袁文彬，从小就

勤奋好学，先考入了上海同济大学学医，又投笔从戎考进了
黄埔军官学校。任凭敌人审讯拷打，他始终没有出卖组织，
牺牲前还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蔡皓嘉说，新四军
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铁军精神是家乡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为新时代的盐城少年，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铁军精神。”

阅读文物故事，传承红色基因

黄色的旧皮包、华丽的真丝旗袍、泛黄的战地日记、
“满”字自行车……《新四军的故事》一书中收录了许多馆藏
红色文物背后的感人故事。四（4）班郑舒文对一件特殊的
旗袍印象尤为深刻，“旗袍的主人是一位青春靓丽的姑娘，
她叫王海纹，出生于上海的殷实家庭。在花样年华，她放弃
了穿漂亮旗袍做大家闺秀的优越生活，来到盐城参加新四
军，选择了在危险而艰苦的环境中做一名文艺战士。”在遭
遇敌人围捕时，王海纹带领戏剧班的姑娘们手挽手跳进奔
腾的大河，唯一的遗物旗袍成为新四军女兵英勇美丽的见
证。“这些革命文物仿佛让我看到了那些鲜活的生命！我们
要以新四军战士为榜样，传承红色基因，努力学习、奋发向
上。”

传承中融入“创造创造创造”

草编作为一种古老的民间手工
艺，萌发于秦汉，历经数千年流传至
今。苏州自古为鱼米之乡，草编所
需的材料随处可得，因此这项技艺
在民间十分普及。如今，草编作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走进了苏州市高
新区金色小学，并在小小少年的手
中焕发出盎然生机。

徐荣兴老师是苏州市非遗棕编
传承人，也是金色小学特聘老师，在
他的指导下，同学们接触并掌握了
草编的入门知识。“第一节课徐老师
带我们认识了草编的‘原材料’，颜
色不同，编出的效果也不同。”四（6）
班的凌志颖指着桌上一簇簇细长的
棕榈叶介绍道。经特殊处理后的棕
榈叶，有的仍保持鲜翠的色泽，有的
则微微泛黄呈现陈旧感。通过“提”

“卷”“套”等编织手法，扁平的棕榈
叶在凌志颖手中“变身”为一条小
蛇，浅黄色棕叶化身花纹，点缀着翠
绿的蛇身。别看凌志颖现在编得

“行云流水”，其实练就这“蛇编法”并不
容易，不过乐观的他表示，“学技术嘛，
失败是成功之母！”

为赋予草编趣味性，课堂制作常
以同学们喜爱的小动物形象为主，如
十二生肖、各种昆虫。鱼的编织要求
叶子“一正一反翻折”，蚂蚱的制作
则需要攻克“田字结”难关，同学们
边学边讨论，动脑与动手缺一不
可。

技术在手，创新更不能少。五
（2）班的孙诗逸在编织技艺“小有
所成”后，创造性地编出一条热带
鱼，孙诗逸说：“学着学着，我就很
想把自己的创意放进去，制造点

‘新风景’！”
“我希望让现在的孩子多

接触些老祖宗传承下来的工
艺，让他们对待生活和学习时
都更有耐心，更具匠心。”徐
老师看着眼前这群小传承
人，欣慰地说。

本报记者 宁 靖 通讯员 苏 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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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玫莹 通讯员 王雪琦

请收好！这份“开学安全手册开学安全手册”（二）

4.宿舍安全

·熄灯后不要点蜡烛看书。

·不在宿舍内存放烟花爆竹等易

燃易爆物品。

·不在宿舍内私接电线。

·电器发现异常，要及时报告宿管

老师。

·离开宿舍时，务必检查并关闭电

灯、充电器等所有电器设备的电源。

·注意保管好自己的钥匙。

·特别加强贵重物品的保管。

·在宿舍楼内或周边发现行踪可

疑的人，应加强警惕、多加注意。

5.防骗安全

·防止和识别冒充学校工作人员

进行的诈骗：遇到自称是本校老师的陌
生人进宿舍时，一定要提高警惕。

·防止和识别冒充学生家长进行

的诈骗：对于认识没有多久就寻求帮助
或提供帮助的“学生家长”，一定要保持
警惕。

·防止和识别骗取手机号码进行的

诈骗：不要轻易将个人信息透露给陌生人。

·防止和识别电信诈骗：接收到微

信群、下载APP、点击链接等通知时，切
勿轻信他人、随意点击不明网络链接；如
果要确认，可以拨打有关单位的公开电话。

6.其他安全注意事项

·不吃陌生人给的食物，不喝陌生

人给的饮料，不随陌生人去其他地方。

·遇到抢劫钱财或勒索钱财情况

要及时告诉父母、老师或报警。

·发生交通事故要记住肇事车辆

车牌号码，及时打电话报警。

·不向人介绍家庭财产、家庭成员

等私密情况，不随便向别人告知家庭电话。

·一旦遇到不断纠缠自己的人，立

即拨打110报警。

是书友，更是“导师导师导师导师导师导师导师导师导师导师导师导师导师导师导师导师导师导师导师导师导师导师导师导师导师导师导师导师导师导师导师”

很小的时候，爸爸在我眼
中是个怪人，因为他总爱捧着
一本书，时而作苦思状，时而微
笑颔首，真是叫人费解！爸爸
在人前一向内向，可当他面对
书时，竟会有如此丰富的表
情。“书究竟有什么吸引您的地
方呀？难道比看电视还有趣
吗？”我忍不住问爸爸。他笑着
告诉我：“书里面有全世界，要
不你也试试看？”

“好呀！”我果断加入爸爸
的行列。可刚开始，是极不情
愿的——书上除了字，便是并
不多的图，哪比得上画面灵动
的电视呢？看电视，我只需要
带上耳朵和眼睛，可看书不仅
是看，更要思考：马小跳为什么
总跟路曼曼对着干？肖晓为什
么要把林茜茜带出去呼吸新鲜
空气？……我并没有立刻被书
吸引，可当我渐渐习惯了在看
的同时多思考，我才体会到爸
爸所说的“全世界”的意义：只
有经过认真思考、仔细咀嚼内
容，才能真正入脑入心，成为我
构建自己小世界的“素材”。

“光看和想还不够，还要动
笔！”爸爸又向我传授一招。他
还说，整理读书笔记能加深记

忆，还能在抄写的同
时激发出自己的灵感
和观点。因为喜欢摘抄
书中的经典词句，我收获
的不光是三大本书摘，更是
多次作文高分！我夸奖爸
爸道：“怪不得您单位的叔叔
阿姨都说您言语不多，但‘下
笔如有神’呢！”

最近，我迷上了《假如给我
三天光明》，我将阅读体会分享
给爸爸听，他继续启发我：“你
可以将自己的感受写下来，还
可以试着创作‘假如我有三天
黑暗’！”这可真是个不错的建
议。瞧，我的爸爸就是这样
一位沉默爱思考的书友，同
时他也是我读书路上最好
的“导师”。

海安市城东镇西场小学璞玉文学社 杨 孟 指导老师 于九军

“同学，请不要追逐
打闹，注意安全。”“老
师，我帮您把作业送去
办公室。”……大课间，南
京市莲花实验学校的校
园里活跃着一群“小蜜
蜂”，他们捡起同学们遗留
在操场上的垃圾，提醒同
学们玩耍时不忘文明和安
全，帮助老师擦黑板、送作
业，他们是来自六（4）班的

“最美莲少”志愿服务小组。
牺牲课间休息时间服务大
家，“最美莲少”们乐在其中，
小组长夏艾佳骄傲地说：“志
愿服务，我们是认真的！”

不仅在校园里传递暖流，
“最美莲少”还将服务热情延伸
到校外，在社区、地铁站里常能
看见他们忙碌的身影。上周末，

他们穿上红马甲，到客流量较大
的油坊桥地铁站开展志愿活动。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最美莲
少”首先参观了总监控室，了解安
检机如何发现乘客包中的违禁物
品。接着，他们两三人一组分头
行动：你负责安检，协助乘警提醒
乘客做好安检准备；我站在售票
机前，帮助外地游客购买单程票；
他来把守安全门，提醒乘客在安
全门即将关闭时不要强行上车
……这次活动中，最令杨德冁引
以为傲的便是得知南京地铁近期
推出了扫码乘车服务，现在，乘客
们在手机上领取电子乘车卡，就
不用再排长龙买票了，“这么便民
的服务可不能只有我一个人知
道。”于是，他积极推荐并帮助乘
客领取电子乘车卡。不一会儿，
杨德冁身边就围了不少人向他

“讨教”。
新学期，“最美莲少”的志愿

活动正在进行中。这不，一年一
度的植树节正踏着渐暖的春风来
临，“最美莲少”们又计划着回到
去年植树节种下树苗的莲花南苑
社区，继续他们的“莲少小树林养
成计划”。他们相信，只要每年植
树节都种下一棵树苗，总有一天
他们能拥有一片小树林。志愿服
务亦如是，相信在“最美莲少”的
带动下，会有更多的同学加入志
愿者的行列，让志愿服务之花开
满校园、社会。

淮安市楚州实验小学：

“少年警校”开课啦
本报讯 2月 28日，淮安市楚州实验小学邀

请淮安区交巡警大队城区中队副中队长潘家梁来
到学校，开展交通安全知识培训活动，拉开了学校
2019年度“少年警校”授课活动的序幕。学校“绿
马甲”小交警队的 15 名队员参与了培训。活动
中，潘队长为“绿马甲”小交警们作交通指挥手势
培训，还带领队员们来到交规体验区，就常见的交
通标志、交通信号等进行了详细讲解。小交警们
在活动中提高了对交规的认知。

（通讯员 王立均 蒋加浩）

泰州市姜堰区实验小学罗塘校区：

A4纸上把菜种
本报讯 假期里，泰州市姜堰区实验小学罗

塘校区给同学们布置了一项别样的作业——在
A4纸上种豆苗。近日，同学们纷纷将长满豆苗的

“作业”带来学校作交流。在育苗过程中，同学们
还用照片和文字记录下小豆苗每天的变化，制作
成长日记。接下来，学校还将鼓励同学们撰写科
学小论文，分享种植故事，并将种出的豆苗送至食
堂烹饪成菜品，让大家一起品尝劳动果实。

（通讯员 孙平红）

滨海县八滩镇中心小学：

做雷锋精神传人
本报讯 “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

……”3月 4日上午，“学雷锋月”启动仪式在滨海
县八滩镇中心小学的操场上举行。少先队大队长
张红同学作为代表向同学们发出倡议，号召同学
们学习雷锋叔叔乐于助人的奉献精神，养成勤俭
节约的好习惯，培养刻苦钻研的钉子精神，并积极
响应习爷爷“三爱三节”的号召。接下来的一个
月，学校将开展“学雷锋”系列活动，组织同学们参
与志愿者活动，召开“学雷锋”主题班会，举办板报
评比活动等。 （通讯员 沈益亮）

南通市港闸区唐闸小学：

法治话剧进校园
本报讯 2月 28日下午，南通市港闸区唐闸

小学阶梯教室内人头攒动，由港闸区检察院、新华
社区和学校联合排演的法治话剧《没有如果》正在
这里上演。该剧由真实案例改编，讲述了两名同
学因一件琐事而引发的一出校园悲剧。演出结
束，区检察院检察官李茹还给同学们上了一堂法
治教育课，并带领同学们郑重宣誓，反对校园欺
凌。 （通讯员 王春燕 朱进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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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太阳能光伏板、一块蓄电池再加
上一个FM发射器，别看泰州市实验小学
五（2）班郭彦廷设计的光伏音响“其貌不
扬”，可它的用处真不小。“跳舞时调好频
率戴上接收信号的无线耳机，奶奶们便能
自在锻炼又不用担心‘扰民’啦。”介绍起
自己的小发明，郭彦廷满是自豪。

所有的创造都来源于生活。郭彦廷
发现，长辈们晚饭后总爱拖一个大大的音
箱，呼朋唤友地去广场上跳舞。有时忘记
给音响充电，还要从很远的地方拖来一根
电线，不仅有安全隐患，还会因为电费闹
出不愉快。郭彦廷将这些看在眼里，并萌
发出“金点子”：“如果我发明一种不用充

电的便捷式音响，是不是就能解决这些烦
恼？”说干就干，通过在学校科技社团的学
习和网上查阅资料了解太阳能知识，他搞
清了光生伏特效应，决定利用太阳能来做
一个可以直接放在户外的音箱，“白天，光
伏板直接给音响供电；晚上，则由蓄电池
供电，这样想放在哪里就可以放在哪里。”

发明从不是一帆风顺的，郭彦廷也遇
到过许多难题。比如光伏板与音箱连接
上后，音响总是不出声，这让他很是“头
大”。但他并没有放弃，而是钻进了实验
室，“如果现在放弃，之前的努力岂不是都
白费了？”经过一番研究，郭彦廷终于找到
了“症结”所在——两者的电压不同。于

是他对症下药，难题迎刃而解。
早在二年级，郭彦廷就加入了学校的

科技社团，是年龄最小的一名成员。他的
“破格进阶”得益于一年级发明的“可伸缩
防尘黑板擦”——一个伸缩杆加上一个两
面装上刷子的“特制”黑板擦，这样的黑板
擦不仅可以将黑板擦得更加干净，还能防
止粉笔灰四处飞扬。在郭彦廷看来，想要
有好的发明，一定要对生活怀揣足够的热
爱，遇到困难也不能半途而废。虽然年纪
小，但学起科学知识来，郭彦廷一点也不
比高年级的成员逊色。最近，他又开始和
老师学习电路图知识，为自己的新发明
——自动剥虾机做准备。

小发明小发明小发明，缘自对生活的酷爱
本报记者 周 琳 通讯员 沈友宏 袁 淼

电话的“““前世今生前世今生前世今生”””
宝应县实验小学四（1）班 刘希瑜

周末，我们全家进行大扫除。我在爷爷的
大衣柜里翻出了一个包得严严实实的旧布
袋，里面装的是什么宝贝？

正当我带着满脑袋的问号上下打量布
袋时，爷爷走了过来，说道：“这可不能扔，它
是我的宝贝！”说着，爷爷小心翼翼地打开了
旧布袋，原来布袋里装的是一部又破又旧
的座式电话机。爷爷见我大失所望，便向
我解释这部电话机的由来，原来它是爷爷
年轻时候工作表现突出，厂里奖励给他的。

爷爷说，小时候他生活在农村，村里人
和外界的沟通多用书信，如果要找人，就得
去生产队里用大喇叭喊。后来，乡镇府有了
第一台手摇式电话，孩子们第一次见到对着
话筒讲话就能将声音传到千里之外，觉得很
是新奇。再后来，固定电话逐渐普及起来，但
安装的价格十分昂贵。爷爷舍不得花钱买，便
努力工作，将座式电话机“赢”了回来。这部电
话机也成了我们家的“大功臣”。逢年过节，爷爷
和一家人都会守在座机旁，等候生活在上海的姑
奶奶和南京的舅爷爷拨来电话，通过电波传递思念。

了解了电话的“前世”，我不禁若有所思。虽然大
喇叭、固定电话起到了通讯的作用，但比起手机来，真

是“土掉渣”啊！如今，手机又被
赋予了相机、钱包、电脑等功能，可
谓是“神通广大！

电话的“前世今生”映射出祖国经济
和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也映照出人们的生
活越过越红火。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发明一种电
话，我要用它告诉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我爱我的祖
国！

3月3日和5日，全国两会在北京召开，教育问题依然是人大
代表和政协委员们关注和热议的话题。那就让我们快来“围观”
全国两会给同学们传来了哪些教育方面的好消息吧——

选中职还是高中，江苏试点入学一年后再决定
中考时孩子选中职还是普通高

中让不少家庭难以选择。今年两会，
全国政协委员、扬州市政协副主席董
玉海提议，取消重点高中，高中教育资
源按照区域“组团”，把中职校纳入“高
中集团”管理，让孩子边读高中边做选
择。此外，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教育

厅厅长葛道凯介绍道，2018 年江苏推
出两项措施，即高中的学籍和中职的学
籍在满足一定条件情况下可以转换，并
启动综合高中班试点，让孩子初中毕业
参加完中考后可读一年再选择读普通
高中还是中职。他表示，此措施已从
2018年9月入学的这批学生开始试点。

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不能超纲教学
校内减负校外增负，是家长关注

的焦点。2018年江苏开展校外培训专
项 整 治 ，截 至 12 月 31 日 ，总 共 对
17291 家校外培训机构进行了检
查。通过规范整顿，全省有 3000
多家培训机构被列入了白名单。

省教育厅厅长葛道凯表示，校外培训
机构是学校教育很好的补充，但学科
类培训机构要按照教育规律的要求规
范有序办学，不能超纲、超前教学。此
外，江苏省已经建立起整治江苏课外
服务的平台，并及时向社会发布信息。

“一增一减”防控近视眼
当前，我国青少年近视眼发

病年龄越来越小、患病率居高
不下、深度近视比例增加，全

国政协委员、北京同仁医
院眼科中心主任王宁

利认为，重点要做
好“一增一减”：

“增”是指增加户外活动时
间，“减”是指减少学生用眼
负担。他认为，防控近视眼
需要全社会行动起来，“不
能这个学校减，那个学校不
减，或者学校减了，家里不
减。”

“做理性公民，为天下发声”

本报讯 学校“模拟政协社团”的一项提
案走进全国两会啦！3月的北京热闹非凡，而
刚刚召开的全国两会也成为南通中学同学们
口中的“热词”：南通中学高三（6）班张婧怡利
用课间为同学们播报两会的最新消息；高二
（9）班杨扬总会在睡前翻阅手机里更新的两会
新闻；而另一则好消息更让同学们兴奋不已，
学校“模拟政协社团”同学撰写的《关于进一步
整治老年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的提案》，
要提交到全国政协会议上。

原来，在第五届“全国青少年模拟政协活
动”中，该校“模拟政协社团”同学撰写的《关于
进一步整治老年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的

提案》被评为“最佳提案”。年初，在“模拟
政协江苏学生提案提交2019省政协

大会新闻说明会”上，致公党
江苏省委专职副主委兼

秘书长、江苏

省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米其智为他们点赞，
“做理性公民，为天下发声”，并协助他们将提
案提交到全国政协会议。得知这个好消息，同
学们觉得仿佛自己也身在北京参与两会。

作为提案的提出者，高二（9）班时洋飞更
是激动不已。起初，他发现家中长辈常高价购
买一些毫无功效甚至损害健康的“保健品”，而
且这些“保健品”的虚假宣传也扰乱了市场秩
序，他觉得自己不能袖手旁观。于是，时洋飞
和同学们走进社区发放调查问卷，到老年大学
里采访老人，咨询司法局工作人员和医务工作
者，对此类“保健品”进行深入了解。他们发
现，相关法律法规的滞后、违法营销的成本太
低、保健食品销售套路太深等原因是导致“保
健品”泛滥的主要原因。同学们便有针对性地
提出解决措施：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提高
违法成本；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治理，实现社会
共治；完善老年教育，充实老年人闲暇生活等。

这次活动大大激发了同学们关注社会、关

心国家大事的热
情。现在，时洋飞
一有时间就看两
会的最新消息，他
觉得关注两会就
是关注我们自己
的生活。杨扬又有了新提案的初步
设想，“这次，我们将眼光锁定在学校
食堂，希望有更全面的法律法规保障
同学们的用餐安全。”张婧怡则是和
同学们一起走进社区，利用在银行学
到的知识，教居民和商贩们辨别假币
……

国家的发展离不开每个人的努力，面对
生活中发现的社会问题，南通中学的同学们选
择通过行动与智慧去尝试解决。他们发现，如
果每个人都积极参与到社会治理中，祖国一定
会发展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好！

（本报记者 周 琳 通讯员 唐志祥）

上图均为年初南通中学“模
拟政协社团”同学参加“模拟政协
江苏学生提案提交2019省政协
大会新闻说明会”时的照片。

开心一刻

“关心下一代周报”微信
快来扫一扫

放学回家，母亲看见杰尼
嘴边挂着血迹，忙问道：“杰尼，
你又打架了？怎么牙齿都掉了
两颗？”

杰尼说：“妈妈，牙齿没有
丢，我把它们放在口袋里了！”

吃饭的时候儿子问爸爸：
“老爸，我们吃的米饭是从哪里
来的啊？”

爸爸说：“你去看下水稻就
知道了。”

儿子半信半疑走进了卫生
间，指着下水道问爸爸：“爸爸，
你确定米饭是从这里出来的？”

联合国
爸爸：“你上过《世界地理》

课了，你知道世界上哪个国家
的人口最多吗？”

女儿：“知道，是联合国。”

“我”的称呼
语文课上，老师问道：“古

时候称呼‘我’的方式有哪些？”
同学们回答说：“吾、余。”
只见阳阳高声喊：“寡人、

朕啊。”
老师问阳阳：“你还知道别

的称呼吗？”
阳阳说：“老衲、贫僧、贫

道。”

小学三年级班上有一位学
生很聪明，但是要他静下来听
课却很费劲。

有一天他对老师说：“我懂
的东西够多了，没有必要继续
读书了。”

老师：“噢，真的？你只读
到三年级，打算做什么？”

学生：“教二年级。”

教二年级

牙齿没有丢

下水道

老师：“小明，以后你的同
桌丽丽上课睡觉你要提醒她一
下。”小明：“哦，知道了。”

第二天刚上课，小明对丽
丽说：“丽丽，你该睡觉啦！老
师怕你忘了，让我提醒你呢。”

调座以后
小雨：“小华为什么要调到

你的旁边来坐？”
小林：“他原来喜欢抄同桌

的作业。”
小雨：“那他现在还抄你的

作业吗？”
小林：“不抄了。”
小雨：“为什么？”
小林：“因为我也不会。”

提 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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