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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娃练笔
我的自画像

滨海县八滩镇中心小学
三（4）班 尹文静
指导老师 沈益亮

找春天
海门市能仁小学
二（1）班 张逸恬
指导老师 施 静

春天像个害羞的小姑娘，
遮遮掩掩、躲躲藏藏，我们仔细
地找哇，找哇。

燕子在空中叽叽喳喳，那
是春天的使者吧？

柳条在微风中轻轻飘荡，
那是春天的秀发吧？

朵朵桃花尽情绽放，那是
春天的笑脸吧？

春雷阵阵响彻大地，那是
春天的高唱吧？

美丽的蝴蝶迎风飞舞，那
是春天的发卡吧？

颗颗种子破土而出，那是
春天的希望吧？

春天来了！
我们看到了她，我们听到

了她，我们闻到了她，我们触到
了她。

她在小溪里跳舞，在花丛
中捉迷藏，在朵朵花枝上笑
……

嗨，大家好！我叫尹文静。
我的个头在同学中算高的

了，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扎成
一个马尾，浓浓的眉毛下嵌着
一双黑宝石似的大眼睛，塌塌
的鼻子下是一张红润而小巧的
嘴巴，嘴角边有着两个可爱的
小酒窝。教室里那个坐在最后
一排，皮肤较黑、认真听讲的女
孩就是我。

妈妈老嫌我瘦，我对妈妈
说：“别看我长得瘦，我的身体
可健康了。”我安静的时候，可
以在书房坐一整天，但是我顽
皮的时候，也可以在公园里疯
跑出一身汗，妈妈说我这叫“静
如处子，动若脱兔”。我是一直
没搞懂她是在夸我呢，还是在
贬我，反正我觉得自己开心就
好，嘿嘿！

我最不喜欢的就是体育。
记得有一次，学校组织跳绳比
赛，刚开始时，我竟然连一个都
没有跳过去，后来我不停地练，
腿都疼了好几天呢。爸爸让我
以后要多参加体育活动。

这就是我——一个学习良
好，喜欢书法、画画，不喜欢体
育的女孩。让我们做个朋友
吧！

每 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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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气洋
洋 的 红 灯
笼、可爱的
小燕子、憨
厚 的 兔 子
……在南通
市崇川区学
田街道知心
奶奶谈心室
里，同学们
用自己的小
手让一张张
红纸变身精
美的“艺术
品”。看着
别人充满成
就 感 的 笑
容，南通师
范学校第三附属小学五（4）班
周姚有些难过，他在剪窗花时
不是在最终环节功亏一篑，就
是作品缺少创意，非常单调。
但在辅导站蔡松英奶奶的鼓励
下，周姚没有气馁，而是燃起了

“熊熊斗志”，又重新拿起剪刀，
坚持练习，家里简直成了窗花
的“乐园”。“之前没有参与辅导
站活动，总是觉得自己剪得很
好，但是和小伙伴一对比，才明
白自己有很多地方仍需改进。”
功夫不负有心人，周姚终于从
窗花“新兵”升级为“达人”，剪
出了许多充满想象力的创新剪
纸。拿起周姚的“大龙虾”，小
伙伴们口水都有点忍不住了。

最近，为了提升学习成绩，
周姚不仅增加了课外习题量，
还积极参加辅导站举办的七彩
周末课堂，“在那里南通大学的
志愿者们会辅导我写作业，还
教我正确的学习方法。”一次，
周姚在辅导站里和一道数学难
题“较上了劲”，可是抓耳挠腮
想了半天也不得其解，周姚便
开始急躁了起来。是志愿者哥
哥及时捕捉到他情绪上的变
化，劝他稍微休息一下再“战
斗”，还陪他玩起了脑筋急转弯
的游戏。经过短暂的放松，周
姚终于有了灵感并成功解题。
这也让周姚懂得，劳逸结合更
利于提高和保证学习效率。

“我到底该不该坚持？”在
“备战”围棋升段赛那段时间
里，不论天气好坏，周姚的同班
同学葛翼硕都要到围棋老师家

“闭关修炼”，十分辛苦。看着
小伙伴们愉快玩耍的身影，他
在坚持和放弃之间犹豫了好
久。趁着辅导站的活动间隙，
葛翼硕将自己的“小烦恼”告诉
了蔡奶奶，“蔡奶奶没有直接告
诉我答案，而是和我说了茅以
升立志造桥的故事，让我明白
既然订立目标就要努力实现。”
在蔡奶奶的鼓励下，葛翼硕终
于在第 31 届金陵杯围棋比赛
中晋升业余 5 段。最近，在周
姚的带动下，葛翼硕决定尽快
升上围棋业余 6 段，不仅每天
练习围棋两小时，还在辅导站
里寻找“高手”对弈，提升棋艺。

辅导站里，每位同学都快
乐着、努力着，朝着心中的目标
一同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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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毛主席为英雄王杰题词，“我赞
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54年过去了，我们进入了日益繁荣、昌盛、幸
福的新时代，还要不要坚持“一不怕苦，二不
怕死”的精神？

先看看解放军叔叔的回答吧。他们说，
现在已不是“小米加步枪”的军备时代，不是

“一把炒面一把雪”的艰苦时刻，也不是“短兵
相接、刺刀见红”的战斗模式，但是，提升的是
军事实力，不变的是血性胆魂，“一不怕苦，二
不怕死”的铁血精神永不过时。

解放军叔叔豪情满怀的回答，是少年朋
友们闪亮的榜样。疾风固然知劲草，微风里
更不能坠青云之志；岁寒固然知劲松，春色明
媚更要有铁骨铮铮。进入新时代，提升的是
国力，富裕的是人民，幸运的是我们这一代。
但是，不变的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奋斗
精神，不变的是“撸起袖子加油干”的艰苦努
力，不变的是“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顽强拼
搏。所以，我们一定要牢记并践行习爷爷的
话，“王杰精神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永远是我
们的宝贵财富，要学习践行王杰精神，让王杰
精神绽放新的时代光芒”。

新时代仍要坚持“两不怕”
余 墨

本报记者 张玫莹 通讯员 惠毅晴 陈士贤

训练中，遇到哑炮抢着去排除；培训时，为
掩护民兵，用身体扑向即将爆炸的炸药包而英
勇牺牲……上世纪60年代，王杰的英雄事迹感

动了无数人。生前在徐州服役的王杰是徐州人
心中的骄傲，也是同学们从小耳熟能详的英
雄。小时候，王杰小学六（3）班刘品岩对长辈口

中常说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并不是十分
理解。上学后，在老师的带领下参观了王杰
烈士纪念馆，刘品岩了解到王杰在抢运被淹
的木材时虽不熟水性，却主动为全连探路，还
在抢险中比别人多扛一捆草袋。王杰这些勇
于担当的事迹，让她对“两不怕”精神有了具
象的认识，并感叹王杰不仅不怕吃苦，更在

“抢着”吃苦。刘品岩说：“王杰用他的一生践
行了自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做一个大无
畏的人’的誓言。”

在王杰部队进行为期一周的军训是王杰
中学新生入学的“规定动作”。高一（1）班明
雨轩还记得，当时教官常读王杰的日记给同
学们听。为战友打洗脸水、挤牙膏，休假时帮

农民割草……“日记中，一件件王杰乐于助人、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平凡小事，让我看到了
这位铁血英雄温柔的一面。”而王杰的事迹也让
明雨轩知道，即便是和平年代，也会有英雄牺牲
在保护人民、保家卫国的第一线。

参观王杰事迹陈列馆时，解放路小学五（4）
班何诗凝发现王杰很是好学、善思。在何诗凝
看来，王杰入伍仅四年就成长为英雄人物和时
代楷模，与他反复学习《为人民服务》等毛主席
著作，凡事以雷锋为榜样，时刻认真反思和自我
批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她认为：“作为学
生，我们也应该寻找榜样、明确目标，并以高标
准严格要求自己。”

我们争做“小王杰”
同学们在活动中汲取王杰精神的养分，在

日常生活中形成热爱祖国、关心他人、苦练本领
等优秀精神“内核”，争做新时代的“小王杰”。
云兴小学自 2017年聘请王杰部队干部王顺利
担任校外辅导员以来，王叔叔参与了同学们的
十岁成长礼、红色宣讲团成立仪式等许多活
动。王叔叔和蔼可亲的态度拉近了同学们与军
人群体的距离，而他常年义务献血的无私奉献
行为，也让同学们看到了王杰精神在新时代的
传承。现在每天的国歌时间，同学们不管身在
校园何处，都会停下脚步面向国旗敬礼。“学习
王杰精神，向军人叔叔看齐，同学们变得更爱党
爱国、爱军拥军了。”学校党支部副书记许培如
是说。

除了以军人叔叔为榜样，同学们还向身边

的“小王杰”学习。帮环卫工人捡垃圾、为盲童
讲故事、与贫困山区的同学结对……云兴小学
四（1）班的刘子扬热心公益，在他分享公益心得
时，同班的魏佳辰得知山区的小朋友没有平整
的课桌写作业，很是心疼。于是，魏佳辰精心挑
选文具并请刘子扬转送给山区小伙伴。

令解放路小学五（6）班张雅雯感触最深的
王杰事迹，是他不顾水下铁丝网划伤身体坚持
为连队探路的故事。“王杰叔叔奋不顾身、迎难
而上的进取精神，在学习扬琴时给了我很大的
鼓舞。”长时间练习手指酸痛时，张雅雯就会用
这个故事为自己“打气”。如今，张雅雯已考过
了扬琴十级，但她仍每天坚持练琴一小时。她
说：“只有勤学苦练才能进步，我要像王杰叔叔
一样，做一个不断进取的人。”

新时代更要传承好王杰精神

4月8日，徐州市“传承红色基因，争做‘三有’新人”主题教育活动启动仪
式在王杰中学举行。仪式上，王杰生前所在部队“王杰班”的原副班长王佳锋叔叔重温
了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王杰班”时的讲话，并现场朗诵了今年春节前夕习总书记给

“王杰班”战士的回信：“希望你们好好学习、坚定信念、苦练本领、再创佳绩，努力做新时代的好战士，在人民军队的大熔炉中书写火热的青春篇章……”
在日常的校内外活动中，徐州市各中小学校充分利用毗邻王杰生前所在部队——现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的“地理优势”，组织同学们参观王杰事

迹陈列馆了解英雄故事，走进王杰部队体验军营生活，还邀请王杰部队官兵担任校外辅导员……在各类活动中，同学们感悟王杰精神的丰富内涵，立志
做新时代王杰式的好少年。

一座城市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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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要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指出传承红色
基因对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
和可靠接班人具有重大意义。徐州市关工委常
务副主任董继忠爷爷表示，在新中国成立70周
年之际，引领全市广大青少年继承和弘扬王杰
精神，旨在让他们牢记自己的“民族根”和“中国
魂”。他希望同学们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听
党话、跟党走，学习践行“两不怕”精神，做有理
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在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途中创造精彩人
生。

“徐州市组织主题教育活动大力弘扬王杰
精神，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抓
手’。”王杰中学初一年级的政治老师胡亭亭认
为，想要完成好习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要求，落实好立德树人的根
本任务，既要抓住课堂“主阵地”，又要用好社会

“大课堂”。接下来，胡老师将把淮海战役精神、
王杰精神等融入日常教学中，通过带领学生宣
讲英模故事、参观红色基地等方式，引导学生思
考怎样将英模精神、红色精神注入时代“血脉”。

“践行‘两不怕’精神，我们要在提高学习能
力上和提高身体素质上勇于吃苦。”启动仪式
上，王杰中学高一（1）班张斐然被“王杰班”战士
用一年时间完成装甲步兵全部技能训练的拼搏
精神所感动，想要成为飞行员的他决心克服自
己的惰性，把握好每天的“两操”时间锻炼身体，
保护视力，并利用课余时间学习航空知识。“希
望我能在一年后的招飞考试中交出一份令自己
满意的答卷，也希望同学们都在学生时代树立
好人生目标，并为之不懈奋斗！”

爱党爱国，热心公益，志存高远，勤奋学
习！奋进新时代，徐州的中小学同学们用王杰
精神为自己“充电”。相信在王杰精神的感召和
引领下，新时代王杰式的好少年会如雨后春笋
般不断涌现。

题图为王杰部队干部王顺利参加徐州市云
兴小学红色宣讲团成立仪式并讲话。

左图为徐州市王杰小学同学们参观王杰烈
士纪念馆。

右图为徐州市解放路小学同学们参观王杰
事迹陈列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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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吴江区铜罗小学三（1）班
周睿涵 指导老师 顾晓文

丰收的喜悦

我 有 巧 巧 手

（装饰画）

无锡市五爱小学四（5）班 朱姿闻 指导老师 张志毓

印度邻居印度邻居

你写我来评
南通市通州区育才中学
初三（3）班 赵伊纯
指导老师 朱佩琴

我的邻居是一位老外，来自印度。
她个子不高，深棕色的皮肤，弯弯的柳叶
眉下一双大大的眼睛，特别爱笑。因为
担心自己的英文说不好，每次与她在电
梯里相遇，我都有些尴尬。而每次都是
她先向我问好，我才回声好。有时，我干
脆话也不说，羞涩地一笑而过。

这天，我正在写作业，突然有人敲
门，打开门一看，正是住在对面的老外。
她很着急的样子，英语说得很快，身后还
站着一位满头大汗的小伙子。我定睛一
看，小伙子穿着印着“饿了吗”字样的衣
服，他们找我的原因已猜出大半。可印
度老外的英语说得太快，除了“Please”，
我的脑袋一片空白。

这时，外卖小哥可怜巴巴地对我说：
“小妹妹，能帮我翻译一下吗？谢谢了！”
本来没有底气的我此时拔刀相助的英雄
气概油然而生，信心爆棚。

我 用 学 过 的 口 语 对 老 外 说 ：
“Could you please speak slowly（您

能不能说慢一点）？”没想到老外居然听
懂了，她用放慢的语速又讲了两遍，加上
外卖小哥的补充说明，事情的原委我算
完全搞懂了。原来，外卖小哥送完外卖
需要我的印度邻居输入一个确认码，表
示他的工作完成了，而老外表示她已经
网上付过钱了，为啥还要输入密码，矛盾
就此产生。于是，我用不熟练的英文加
上肢体语言开始翻译，通过我们的共同
努力，问题总算顺利解决。在他们对我
表示感谢时，我除了感到助人为乐的快
乐，更发现这英文自己还真得下一番功
夫呢。

几天后，我又听到一串急促的敲门
声，开门一看，又是我的印度邻居。这次
她不是来求助的，而是送给我一瓶印度
果酱。连不爱甜食的爸爸都想尝一尝，
这让我在爸爸妈妈面前特有面子。

这两件事之后，我再也不怕在电梯
里遇到她了，相反，几天不见，还有些惦
记呢。

读完此文，仿佛心间流过一条小溪，清纯，甘甜。文中写“我”在陌生的环境中迷
路，一位素不相识的外教老师给予自己的一个微笑，一句善意的问候，一次友善的帮
助。生活处处都是写作的素材，只需像作者一样，用朴实无华的语言书写内心，将自
己的爱憎渗透在叙述之中，让读者和自己去体会，去深思。 ——朱佩琴

老老““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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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彩童年

周末，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书法活动，
一位大朋友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只见他身
材高大，肤色黝黑，高鼻梁，深眼窝。此刻，
他正左手握笔，一板一眼地写着字。怀着
好奇心，我走过去用英文和他打招呼。令
我惊喜的是，他的中文说得很溜。原来他
来自委内瑞拉，现在在南京师范大学学设
计。他说他中文名字叫“无忌”，他起这个
名字是因为他崇拜金庸笔下的大侠张无
忌。我问他学了多长时间书法了，他告诉
我，刚刚学了四个星期。他很诚恳地对我
说：“我喜欢中国文化，我想把中国文字的
美融入到我的设计中去。”看着委内瑞拉

“无忌”那一丝不苟的样子，我真心希望他
的字越写越好，也希望有更多的外国“无
忌”来中国学习书法，让中国文化传遍全世界。

选自《无忌学书法》
南京市百家湖小学分校将军山小学

五（3）班 赵行健 指导老师 周 遥

去年暑假，在北京上大学的哥哥带回
一位老外。这位来自英国的老外和哥哥年
龄相仿，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在我们家
做客期间，我的英语口语水平得到大大的
提高。最让我难忘的是，一个雨过天晴的
上午，哥哥开车，带我和老外出去玩。车子
正往前行驶，老外忽然大声喊叫，不断做摇
手的动作，示意哥哥停下车来。我很纳闷，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停车后，老外指着窗
外的行人，又指指路上的积水，原来，他是
让哥哥开车慢点，别把积水溅到行人衣服
上了。刹那间，我和哥哥都被感动了，这是
一位心中装着他人的热心老外！

选自《热心“老外”》
徐州市铜山区单集镇新河小学

四年级 刘依琳 指导老师 张 康

太仓市实验小学
四（4）班 顾奕夏
指导老师 杨春柳

这学期，我们学校来了一位特别的英语老师，
名叫“Andrew”，他来自英国。同学们私下里都叫
他老安。老安高高瘦瘦的，比我们英语老师高出
好大一截，每次我们英语老师跟老安聊天时，都要
吃力地仰着头，老安也很体贴地将头低了又低。

老安非常和蔼，课间遇到他，我们会高兴地说
声“Hello”，还不约而同地伸出手来，击个掌。有
时，看见我们在玩小游戏，老安便会加入我们，帮
我们一起折纸飞机，替我们做裁判。偶尔也会跟
我们比试一下，看看谁的飞机飞得又高又远。

老安也很幽默。记得有一次，他给我们上课
时，读到一个单词，发音跟中文的读音很像，同学
们都忍不住大笑起来，他双手向两边一摊，耸耸
肩，一头雾水，奇怪地问道：“What’s funny？”同
学们觉得没有办法跟他解释，便笑得更起劲了。

老安很无奈地看着我们，只好跟着我们一起笑，他
这一笑倒把我们笑糊涂了，我们不知道老安为什
么笑，就都停了下来。结果，只剩老安一个人在哈
哈大笑，突然他意识到有些不对劲，笑声戛然而
止。整个教室的空气好像凝固了一样，安静了 3
秒后，同学们又哄堂大笑。老安挠挠头，很不好意
思地朝我们吐吐舌头，继续跟着我们一起笑。我
们在笑声中度过了愉快的一节课。一直到现在，
只要我一想起那节课的情景，还是会忍不住笑出
声来。

老安是个自带快乐光环的人，同学们都很喜
欢他，一到下课就喜欢围在他的身边，问这问那
的。自从遇见了老安后，我就决定要好好学习英
语，这样才能多和他交流，才能与他一起分享更多
的快乐。

我们班的我们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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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班就有个“老外”，可是他站在队伍中你肯定不
能一下子找出来。他长着一头乌黑的头发，浓浓的眉毛
下，一双乌黑闪亮的大眼睛透着真诚的目光。比较有特
点的就是他皮肤比较白，害羞时脸会涨得通红。

说他是“老外”，是因为他出生在澳大利亚，具有澳大
利亚国籍，并且在澳大利亚上的幼儿园。一年级下学期
时，他才转到白蒲小学。

“老外”最擅长的学科当然是英语喽。英语默写几乎
次次都是一百，背诵更是快人一步。许多课文老师还没
有教，他就会读会背了。所以，他经常被英语老师请去做

“外教”。
除了英语，“老外”的体育也是特别棒的。比如跳绳，

无论是单摇、双飞还是各种花样，他都能轻松搞定。不仅
跳得飞快，而且动作还标准漂亮。另外，打篮球、踢足球、
玩乒乓球，他都非常拿手，可以说是班级的运动健将。

哈哈，我对这个“老外”非常了解吧，因为我就是这位
“老外”。我的中国名字叫陈梓徐，英文名叫Aqron。在
班级中，老师、同学对我特别好，大家都是我的朋友，我们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陈梓徐

如皋市白蒲小学三（5）班
指导老师 娄伟元

记得那是一年级下学期的一天，
老师带他走进教室，向我们介绍说：

“这是从澳大利亚转学过来的陈梓徐，
希望同学们多多关照，与他友好相
处。”

那时，他特别腼腆，脸涨得通红，
一句话也不说。我们都特别奇怪，一
个外国人怎么没有黄头发、蓝眼睛以
及高高的鼻梁啊？

下课时，大家抢着带他参观学
校。来到图书室，一位同学拿了一本
书推荐给他。他没说话，一脸疑惑的
神情。原来，他只会说一点简单的汉
语，汉字几乎一个都不认识。他用磕
磕绊绊的汉语告诉我们，他爸爸妈妈
都是中国人，现在定居在澳大利亚，而
且爸爸就是如皋白蒲人。因为爷爷奶
奶非常想念他，就把他接到中国来学
习。不过没几天，他就跟大家混熟

了。同学们都非常乐意教他认字，教
他普通话和方言；他也经常讲英语给
我们听，还讲一些澳大利亚的事情。

他活泼、幽默，很快就融入到我们
这个班级大家庭里。有一次，我们玩
击鼓传花的游戏，他要表演节目。他
说：“我来表演摔跤吧。”只见他慢慢地
随意地走着，突然间，脚底一滑，身子
一歪，“啪”一声摔倒在地上。那表情、
那动作一气呵成，简直跟真的一模一
样。老师和同学们被这突如其来的

“一跤”先是吓得一愣，等到明白过来
了，又哈哈大笑起来。

这就是我们班的“老外”。一个拥
有澳大利亚国籍的可爱的小男孩，一
个现在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和纯粹
的如皋方言的帅小子，一个给我们带
来许多欢乐的幽默的语数外成绩都特
别出色的好伙伴。 ——童忆涵

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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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外外国国国 人人人
那个校园不大，却极易忘了去向；那

条道路不绕，却被似水的善意环绕。
家长在休息大厅等候着考试归来的

我们，校园里正是散学的光景，而在这个
草木葱茏的校园的角落，没有路牌，没有
引导。我们只得漫无目的地向前走，并
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忽听得一片吵嚷，却是大群的学生，
穿着各色的校服，嬉笑着走。还有一位
外教，是他们的老师吧？此时似乎每个
人都盯着不合群的我们。校园里会迷
路？他们或许也是第一次遇见吧！正准
备装作云淡风轻地等待队伍走过，只听
得一声“嗨！”热情而亲切。转身，抬眸，
外教 40多岁，浅黄的发，皮肤在太阳的
灼烧下，透着些红，墨镜架在高挺的鼻梁
上，恰遮住那并不大的双眼，只见那嘴角
微扬，满含友善。

他主动问：“你们来考试的吧，迷路

了吗？”停下脚步，等待我们的回答。
虽然有些难以启齿，我们还是告诉

了他事实。
“那你们要去哪儿？”
我们只能用蹩脚的英文告诉他：“去

大礼堂附近。”
又是恍然大悟的一笑。他朝四周望

望，看了一眼手表，叮嘱完随行的学生，
随即肯定地对我们说：“我带你们去吧！”

阳光射在深色墨镜上，反射出灼灼
的光彩，不见其眼神，却能想象出和蔼的
目光，遮拦不住。显然，这完全出乎了我
们的意料。如今我明白，善，亦有融化国
界差异的力量。

跟随他的脚步，我们穿过几幢教
学楼，他时不时地回头，确认我们是否
跟得上他的脚步。他告诉我们，这很
正常，新生总会走错教室，只要熟悉了
就好。

他遇见手拿奖杯的运动会获胜的学
生，愉悦击掌，真心祝贺；他遇见匆匆走
过的同事，挥手示好，点头微笑。一路嘈
杂，被善，润为热闹；一路炎热，被善，润
为清凉。他将善意传达给每个偶遇的
人，把我们领到目的地时，亦不忘祝愿我
们拥有美好的周末！

异域的善，原也可以拉近那时空，滋
润那华年……

亲爱的小伙伴们，小脑筋转起来哟！这个
主题如果让你写，会写什么呢？千万别告诉我

“没有素材”，素材随处可见，只要你有发现的眼
睛。瞧，伊纯同学笔下这位素不相识的外教老师传
递的是不是暖暖的善意？姿闻同学的印度邻居有
没有给你留下很深的印象？嘿，当读到那句“在爸
妈面前特有面子”时是不是也会心一笑？奕夏同学
的那位“自带快乐光环”的老“安”老师，你身边是不
是也有？最最出彩的当然是来自如皋市白蒲小学
三（5）班的两篇组合文章，其实呀小编原准备只选
用一篇的，似乎感觉，来个组合更有味道哟，你觉
得呢？《周报》的小作者们又一次圆满地完成了
任务，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丰富多彩的人物。

更多精彩的主题等待你的参与，快快行
动起来吧：1.妈妈，母亲节快乐；2.不平凡

的手艺人；3.喜欢的体育运动；4.我家
的老物件。

——你的朋友 高 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