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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教育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和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的《学校食品
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中提出：“中小
学、幼儿园应当建立集中用餐学校相关负
责人陪餐制度，每餐均应当有学校相关负
责人与学生共同用餐。”如何真正让校园里
的一餐一饭都“安”字当先？且看师生们的
合力行动——

从 2017 年开办之日起，南京外国语学
校河西一附小的全体师生就共同用餐。总
务处主任张源介绍，由于学校厨房还没有
完全启动，所以是由学校和家长代表共同
考察后选择的餐饮公司为学校供餐。“第一
年，我们是 10名教职工陪两个班的孩子用
餐，现在是24名教职工陪7个班级的孩子用

餐，每个班三到四位老师。”张主任说，
除了校长是“跑班制”——不固

定在某个班级、每天轮转
外，其余教职工都

有 明 确“ 分
工”，固

定在一个班级陪孩子一起吃饭。
南外河西一附小二（2）班的闫欣语说，

学校还有“午餐文化”。“首先是‘静’，老师
教育我们进餐时要安静有序，才能全身心
感受食物的美味与营养。其次是‘净’，吃
完饭，桌长会给同学们发湿巾，一同把桌子
清理干净后，同学们还能看会儿课外书！”

再看镇江市江滨实验小学食堂里，校
长王旌和 6 名“幸运儿”正在进行“餐后座
谈”。“王校长，食堂可以根据市场行情精打
细算，让菜变得更丰富。”“好多同学都觉得
包菜烧肉有点辣”……早在2015年，镇江市
江滨实验小学就提前谋划实施学生在校用
餐和教师陪餐制度，今年又有新发展：从每
班推选出的“21天文明礼仪养正行动之星”
中，用抽取“红包”的方式产生 6名同学，与
校长共进午餐。

“食堂又‘上新’啦！”镇江市江滨实验
小学三（6）班徐廷耕爱吃素鸡，但食堂菜单
里没有这道菜。于是，在“我最爱吃的菜”
活动里，徐廷耕将票投给了它。谁知愿望

成真，在食堂里吃到美味素
鸡，徐廷耕满足极了。

每天吃饭时，镇江市江滨
实验小学陪餐的老师都会为同
学们作榜样，带领大家一起“光
盘”。三（6）班王思瑞说：“老师不
仅告诉我们荤素搭配营养才会均
衡，更让我们懂得珍惜食物的重要。”不
仅如此，学校还定期邀请家委会成员参观
学校食堂，这也让学生家长彻底放下心来。

守护“舌尖上的安全”，还涉及到其他
方面。南外河西一附小二（2）班的金明珍
说：“我们每周都在老师的带领下，学习南
京市学校安全教育平台上的安全知识。”上
周，金明珍和同学们看了“零食大PK”，了解
如何健康吃零食的小窍门。“现在买零食
时，我都会仔细检查保质期和主要成分
等。一轮检查下来，大大减少了购买零食
的量，既保证了健康，还能省钱！”

“你们对菜品种类有什么建议？”“饭菜
的温度适宜吗？”每周，南外河西一附小的

“小星星监督员”都会随机采访同学，并及
时向老师汇报。蔡安绮就曾担任过督察
员，她说：“从‘舌尖’上的安全出发，让我真
正感觉到自己成为了学校的小主人！”

担任“督察员”、开展“我最爱吃的菜”
评比、为饭菜提意见……这些师生们共同
想出和实施的“金点子”，为同学们的舌尖
上的安全竖起了一道道坚实的保障！

“花样”陪餐，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本报记者 邓 园 周 琳 通讯员 黄 卉 杨晨亮

听老兵故事
立少年志向

盱眙县黄花塘镇中心小学五（1）班 梁 芮
（小记者证编号 J184656） 指导老师 侯永春

再过不久，夏姑
娘就要来了。这两
天，奶奶看我和妈
妈 在 忙 着 收 拾 衣
橱，便和我们聊起
了 人 们“ 衣 着 潮
流”的变迁。

上世纪五十
年代，很多人家都
种植棉花。农户
每年将棉花收下
来，用高粱秆将棉绒搓成棉穗，再用纺线
机把棉穗纺成棉线，棉线就可以用来织布
了。织好了布，下一步就是染色。那时染
料多以深色为主，给布染上黑色或者蓝色，
再让裁缝量身裁剪一番，时下最流行的“纯

手工”布衣就完成啦！后来国家实行计划经
济，根据“人头”发放布票，人们要同时拿着布

票和钱到供销社才能买到布料，给自己做一身
中山装。再后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千家万

户。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们的“钱袋
子”鼓了起来，穿着打扮也开始变得“国际范”。现

在，商场里各式各样的衣服琳琅满目，款式、质量和以
前相比都有了很大的飞跃。但奶奶告诉我们，即使日子

过得再好，有买不完的新衣服，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也不
能丢。
听着奶奶讲“潮流”，我感受到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生活水平

的不断提高，同时也知道不管时代如何变迁，我们都应该常怀感恩
之心，珍惜眼前的一切。

“华邱枫可有爱心了，每次班上同
学遇到困难，他总是第一个冲上去帮
忙。”“他动手能力可强了，书桌就像一
个百宝箱，里面有很多科技发明的零
件。每个课间，他都会认真琢磨这些东
西。”在同学们的眼中，南通师范学校第
二附属小学六（9）班华邱枫是一个既有
爱心又醉心于科技的“小小发明家”。

用钢结构组成的迷你篮球场，是华
邱枫为视障人士发明制作的篮球场。
可升降的篮球框满足了不同年龄人群
的需求；随时捕捉篮球位置和运动员信
息的摄像头，让球员清楚获取场上信息
与篮球位置……作为江海少年团的爱
心大使，华邱枫小时候就常去特殊教育
中心看望那里的小伙伴，为他们读报、

唱歌、陪他们聊天，并尝试用爱心带他
们走进更缤纷广阔的世界。在一次偶
然的闲聊中，华邱枫和几名视障少年分
享了自己在学校打篮球的经历，他们都
流露出向往的神情。这让华邱枫很受
触动，于是他灵机一动，“我要发明一个
特殊的篮球场，圆他们的篮球梦！”

说干就干！经过一番调研，华邱枫
发现想要“圆梦”并不容易，“首先我要
学习大量的编程知识，运用程序将计算
机捕捉到的视频画面转化为精准的语
音播报。”在刚刚接触编程时，陌生的英
文专业术语、“烧脑”的电脑语言，都让
华邱枫很是“头大”，但他从没想过放
弃，通过一番努力独立完成了编程。看
着眼前的作品，华邱枫有了进一步的计

划，“这个作品现在还只是一个等比例
缩放模型，我希望能借助更多的力量，
让视障人士体验篮球场的魅力成为现
实，圆小伙伴们的篮球梦。”

凭借这一作品，华邱枫获得了第29
届江苏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小学组
的一等奖，但他并没有就此止步。一次
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了国外机械臂的介
绍，“只要使用很小的力气就可以举起
较重的物体，如果我能弄清它的原理，
升级机械臂的使用方法，就能帮助更多
的残障人士享受更便捷的生活了。”目
前，华邱枫已经完成了初步的设计图。

在科技发明的路上，有爱心相随的
华邱枫一定会发明出更多富有创意的
好作品。

爱心相随 巧手更巧
本报记者 周 琳 通讯员 胡玉宝

听奶奶话“衣着潮流”
沛县栖山镇孟寨小学六（2）班 胡彤彤

指导老师 韩方珍

灌南县孟兴庄小学：

瞻仰伟人故居
本报讯 4月 2日，灌南县孟兴庄小学举行“红星

少年”淮安红色之旅活动，学校的“红星少年”们在老师
的带领下走进周恩来纪念馆并瞻仰了周恩来故居。在
讲解员阿姨的带领下，“红星少年”首先来到周恩来纪
念馆，了解周总理光辉的一生。随后，同学们怀着崇敬
之情参观了周恩来故居。周总理出生的房间、用过的
水井、浇过水的小菜园等故居里的一草一木，都让大家
沉浸在对伟人的深切缅怀之中。本次活动，让“红星少
年”们了解了伟人的生平事迹，并在心中埋下“为中华
之崛起而读书”的种子。 （通讯员 李 军）

仪征市陈集小学：

讲家风 颂美德
本报讯 4月1日中午，仪征市陈集小学开展家风

故事演讲比赛。比赛中，小选手们紧扣“讲家风 颂美
德”这一主题，结合古今名人的家风、家训及美德故事，
讲述了自己的家风小故事，朴实而感人家风故事打动
了现场观众。活动结束，同学们纷纷表示今后要从自
己做起，从点滴小事做起，用实际行动弘扬优良家风和
传统美德。 （通讯员 刘 锋）

扬州市江都区丁沟小学：

校外实践收获丰
本报讯 近日，扬州市江都区丁沟小学五年级的

同学们来到江都区曹王校外实践基地，开展了为期四
天的校外实践活动。活动中，同学们体验了拓展训练
的艰辛、放飞航模的激动、制作陶泥的喜悦，还品尝了
自己亲手磨出的豆浆，在活动中学会合作、创造。同学
们还走进大自然，观运河、“吻”桃花、摸翠柳，感受春光
的明媚；走进邵伯古镇，感受古镇深厚的文化底蕴。离
开父母的四天里，同学们还学会了铺床套被、整理内
务，自理能力提高了许多。 （通讯员 孙倩瑾）

宜兴市钮家小学：

读书赏花沁心脾
本报讯 近日，宜兴市钮家小学举行“读书赏花

节”暨第三届“缤纷乐成”读书节开幕式。开幕式上，贾
再洪校长作题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讲话，号召师
生将欣赏自然之美和追求精神之美相结合，积极参与
读书赏花活动。接下来，学校还将开展赏花美化校园
活动、班级赞春颂花活动、“赏花颂花，文雅生活”征文
活动以及“春花微名片”制作大赛等一系列活动。

（通讯员 龚 平）

图为镇江市江滨实验小学校长王旌
和同学们一起用餐。

前不久，学校开展了“传承红色基
因，争做时代新人”主题教育活动。

“来了，来了！你看那位爷爷胸前
还挂着好几枚军功章呢！”第一节课下
课，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操场，
不一会儿，操场东侧走来一位六七十
岁的老人，他一身绿军装，昂首阔步，
胸前的军功章在太阳的照耀下熠熠生
辉。走到会场中央，老人向我们敬了
一个军礼，操场上顿时响起了热烈的
掌声。“我是中越自卫反击战参战老兵
张永安。今天，我想给同学们讲一讲
战争中的故事……”

在张爷爷的讲述中，我了解到我
军战士在断粮断水、几天不能合眼睡
觉的条件下，与敌人斗智斗勇，誓死保
卫祖国边疆的感人事迹。令我印象最
深的是张爷爷的战友们在生命的最后

一刻，给自己留下
了一颗“光荣弹”，
战士们誓死不做俘
虏的英雄气概让我佩
服不已。

“张爷爷，您接到
退伍令后，为什么又申
请前往老山前线参战？
您不怕牺牲吗？”……活
动结束，张爷爷接受了

我们小记者的采访。面对我们的问
题，张爷爷目光坚定、饱含深情地说：

“保卫祖国是军人的天职！祖国遭到
外敌入侵，每位军人都会选择走向
战场，即使牺牲在战场上也是光荣
的。”

是啊，就像大家常说的，“哪
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
替你负重前行”。如今的幸福
生活，是战士们用鲜血和生
命换来的，我们一定要倍
加珍惜，努力学习，成
为有理想、有本领、
有担当的好少
年！

开心一刻

“关心下一代周报”微信
快来扫一扫

父子俩在乡间的小路上散
步，迎面跑过来一头牛，儿子十
分害怕，赶紧躲到父亲身后。

父亲说：“别怕，这是牛，你
不是常吃它的肉吗？”

儿子战战兢兢地说：“是
的，可这牛还没煮熟呀！“

小明和妈妈去动物园玩，
到了蛇馆。

小明问妈妈：“为什么把蟒
蛇困在大笼子里，笼子上还有
那么多洞洞？”

妈妈告诉他：“那是为了保
证空气流通，同时蛇又逃不出
来。”

小明说：“万一它减肥了
呢？那不就困不住它了吗？”

夸 口
有两个男孩子夸耀自己的

父亲本事大，其中一个说：“我
父亲是高级工程师，什么东西
都能建。你知道阿尔卑斯山
吗？”

“知道。”
“那是我父亲建的。”
另一个男孩不甘示弱，接

着说：“我父亲是一位骁勇善战
的海军军官，经常出海打仗，你
知道死海吗？”

“知道。”
“那是我父亲杀死的。”

刚下过一场大雪，父亲指
着池塘里的冰问 3 岁的儿子：

“你知道池塘里的水为什么会
结冰吗？”

儿子认真地说：“爸爸，池
塘里的水怕冷，给自己安上了
玻璃窗。”

水也怕冷

没熟的牛

从球场上走来一位热得汗
流浃背的高个子篮球运动员。
路边两个小同学见了，就议论
开了。

甲：“你说，这位叔叔为什
么这么热？”

乙：“因为他个子高。”
甲：“个子高为什么热呢？”
乙：“个子高离太阳近嘛。”

请 假
假期结束了，可方方还想

在家多玩几天，就装着父亲的
声音给老师打电话：“很抱歉，
方方病了，再过三四天才能去
学校。”

老师说：“噢，好的，你是谁
呀？”

“老师，我是我爸爸。”

为什么这么热

减 肥

编织“花篮”不靠巧巧手，而靠腿
和脚，你会吗？快来见识一下南京市夫

子庙小学同学们的“绝技”吧！四个人面
对面站成一个“正方形”，然后各伸出一
条腿（同是左腿或右腿），搭在另一个人

的腿上，围成圈，边蹦边说口诀：“编编编，编
花篮……”

“看起来挺简单，但重复几次，也特别消
耗体力。”四（4）班的彭瀚成说，这个游戏是体
育老师王骈教他们的，“王老师介绍说，这是咱
秦淮很经典的老游戏，充斥着父母及祖辈的童
年记忆。如今教给我们，不光能让我们传承游
戏，更让我们与父母增加了共同语言。”

在学习“编花篮”之前，王老师还给同学们
安排了“热身”项目，如单人“斗鸡”、两人背靠
背练习等，用来增强同学们的团结合作意识。
四（4）班的刘方莹说，四人“编花篮”不仅考验

每个人的平衡力和灵活性，也是对团体默契度的
挑战。学会这个老游戏，刘方莹有“一肚子的骄
傲”，在家时，她还拉上爸妈和外婆一同“编花
篮”，妈妈感慨道，仿佛穿越到了三十年前，重温
了跟小伙伴们在窄巷里“编花篮”、跳皮筋的记
忆。

“现在的我们有许多新奇高档的玩具，却少
了同伴间的陪伴与游戏。”四（4）班的骆子曈期待
多一些像“编花篮”这样的游戏，不仅能锻炼身
体、愉悦心灵，也能与小伙伴多一些互动的暖心
时刻。

“学成”后，四（4）班的李欣妍还将这个游戏
与小区里的伙伴分享，“以前我们一放学就回家
写作业、看电脑，可现在我们会一起到小区花园
里分享老游戏，大家一起蹦蹦跳跳、有说有笑，别
提多开心了！”李欣妍说，这个老游戏还能“编织”
出友情的小网，寻觅到志趣相投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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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在行动

我家的故事

“魂断最是春来日，一齐弹泪过清
明。”清明节既是我国特有的二十四节
气之一，更是一个文化内涵极为丰富
的节日。今年清明节，我们在父母的
带领下参观烈士纪念馆，聆听英烈事
迹，继承他们的理想信念与革命精神；
同时，我们也跟随父母缅怀逝者、追思
过往，传承美好家风！

清明节不仅要追思逝者，更
要珍惜与家人相处的幸福时
光。陪伴的同时，我们一同追忆
往事，也从长辈们身上学习并传
承美好家风。

镇江市润州区实验小学五
（6）班朱礼睿的外曾祖父是位老
红军。虽然从未见过他，但听了
妈妈的讲述，朱礼睿很为外曾祖
父而骄傲。“外曾祖父离休工资
很高，但他生活非常俭朴，把省
下来的钱都捐给了贫困学生，资
助他们上学不说，还勉励他们多
读书。”朱礼睿跟随妈妈的讲述，
追忆外曾祖父的感人往事，“我

也要将这种助人为乐的好家风
传承下去！”

一到节假日，射阳县码头小
学六（4）班的陈爽总会回到老
家，陪伴爷爷奶奶，清明小长假
自然也不例外。家人团聚时，爷
爷总不免说起从前。“爷爷说，那
时家里很穷，但人穷志不短，从
小父母就教育他待人和善、公正
讲理、努力奋斗等道理。”陈爽
说，爷爷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
一直鼓励爸爸和大伯勤奋苦读，
并支持他们读完了大学。“我也
要听从爷爷的教诲，踏实地学
习，真诚地与人相处！”

本报记者 李 彤 邓 园

通讯员 田家飞 罗玉琴 陈立华 周洪宇 张才祝

祭奠英烈，带来成长能量

在清明小长假中，父母领着我
们参观烈士纪念馆，在聆听英烈事
迹的同时，英烈精神也为我们的成
长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正能量。

假期里，镇江市润州区实验
小学五（5）班陈天伊的父母给她
安排了一个特殊项目——参观南
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爸爸给我讲
了许多烈士事迹，还介绍了雨花
台烈士群像的故事。”陈天伊在为
英烈故事和精神感动的同时，也
感受到爸爸对烈士们的崇敬之
情。她说：“我会像爸爸一样，铭

记英烈故事，传承他们的革命精
神，好好学习！”

射阳县解放路小学六（7）班
潘瑞琪的妈妈利用小长假带她到
盐城新四军纪念馆参观，导游的
讲解把潘瑞琪带回那段烽火连天
的岁月，新四军用生命和热血铸
就的铁军精神让潘瑞琪心潮澎
湃。“妈妈说，新时代里，铁军精神
仍是激励盐城人拼搏奋斗的动
力。”在纪念馆中，潘瑞琪立下志
向：要用铁军精神鞭策自己克服
学习中的困难。

缅怀先人，收获感动满满

清明时节，我们跟随父母前
往先人的墓前祭奠，寄托对逝者的
追思与缅怀。回忆的味道并不只
是酸楚，还有满满的温暖与感动。

镇江市润州区实验小学六
（3）班的吴沂蔓回到扬中老家祭
拜曾外婆。吴沂蔓是曾外婆最
看重的“小心肝”，她在城里上
学，一到寒暑假，曾外婆就不停
地催促她早点回来。“曾外婆在
世的最后几年记忆力已很差，但
她记得关于我的一点一滴，她对
我的好我也永远都不会忘记。”
吴沂蔓说，清明时节祭拜曾外

婆，让她心里涌动着感动，“我要
让自己更努力、更快乐，让曾外
婆更放心！”

清明节一早，射阳县实验小
学四（10）班的窦文浩便和妈妈
买了鲜花，去曾祖父母的墓地祭
奠。在墓碑前，窦文浩听爷爷讲
述着曾祖父母节俭辛勤持家的
往事，这让他十分感动，却也有
一点愧疚，“我觉得我生活在幸
福之中，却很不知足，还总会因
为一点小事而发脾气。”窦文浩
向爸妈保证，今后要珍惜幸福生
活，常怀感恩之心。

追忆往事，传承美好家风

连云港市赣榆区班庄小学的校园里，有一座为
纪念当地著名人物朱月华将军而建的“月华楼”。常
有游客慕名来此参观，这时，校园里的小导游们就有
了一显身手的机会了。敬业的他们利用课余时间背
诵解说资料、练习导游礼仪。

“在我们面前的是红星广场，墙上的‘红星闪闪
放光芒’七个大字展现出我校的红色校园文化。”落
落大方的动作、清脆响亮的声音，再配上一身军装，
班庄小学六（3）班的赵徐毓这位小导游给人的感觉
就一个字，帅！

要成为校园小导游并非易事，赵徐毓四年级时
参加选拔，“过五关斩六将”才加入到小导游的队伍
中。然而刚入门的小导游还只能站在一旁观摩六年
级的小导游“前辈”讲解。“看着学长们讲解，
我既跃跃欲试又不免担心，憧憬着什么
时候能达到他们的水平就好了。”
如今，赵徐毓也是“资深”小导
游了，带起了“徒弟”，他
谦和的话语中洋溢着
自信。

六（1）班的方
玉轩做小导

游也两年了，说起这份“工作”，除了感到光荣外，方玉
轩还获得了知识、锻炼了能力。“当小导游之前，我也
熟悉校园的每个角落，可这其中有怎样的故事，我就
一无所知了。”当了小导游后，方玉轩了解了朱月华将
军的生平事迹，还知道了“勤俭广场”等名称的由来。

“刚‘上岗’时，有一次一百多名外校老师来参观，我紧
张得忘了背的词，全靠平时积累的知识现编解说词扛
了过去。现在想来这真是一次难得的锻炼。”现在，方
玉轩讲解时已游刃有余、挥洒自如。

“我们是校园的小主人，理应将校园中的美介绍
给更多人！”赵徐毓说，向游客们展现校园形象和师生
风貌也是小导游的一项任务。

清明清明清明清明清明清明清明清明清明清明清明清明清明清明清明清明清明清明清明清明清明清明清明清明清明清明清明清明清明清明清明时节
忆先辈话传承

帅！校园戎装小导游小导游
本报记者 江 南 通讯员 宋继玺

十五世同居，历经三个王朝，
横贯三个多世纪，宋、元、明三代
正史为其列传……这就是郑义
门，朱元璋钦赐的“江南第一家”。

时光回到北宋末年的那个瞬
间：一抹斜阳映照着祠堂，一位白

须飘拂的老人强撑病体，立下家
训：“吾子孙有不孝、不悌、不共财
聚食者，天实殛罚之！”这位老人
名叫郑绮，被尊为郑氏“同居一世
祖”。他揭开了郑氏家族同财共
食长达360余年的历史帷幕。

为了让这些约定成为族人的
自觉行动，郑氏先人从第五世开
始着手制定“以法齐其家”的治家
准则，经过几世子孙持续修订补
充，形成了168条《郑氏规范》。

《郑氏规范》中涉及孝义行为
的有 32条。围绕“孝义”二字，郑

义门里传出许多千古佳话。郑氏
始祖郑绮，其母患风挛疾，郑绮日
候床边，侍奉饮食汤药，三十年如
一日，始终不曾懈怠。这些点滴
积累的孝义之行，成就了这个响
彻江南大地的名门望族。

郑义门位于浙江省金华市浦
江县郑宅镇。如今，“江南第一
家”已成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郑氏宗祠熙熙攘攘，数不
清的人们在这里聆听着信念的故
事、梦想的传说，还有那关于孝义
咀嚼不尽的感动。

郑义门：江南第一家 孝义九百年

踏着深深浅浅的绿色，穿过
桃花正盛的果园，那个小土丘近
了——外公，我又来看您了！舅
舅拿出祭品，缓缓拢起火堆；母亲
倒了一碗酒，倾洒在长满青草的
坟前。我凝望着照片中的您，明
亮而豁达的眼神中，闪烁着老一
辈知识分子智慧的光芒。

在墓前，母亲回忆说，从小就
不缺瓜果梨桃这些吃的，外公疼
爱村里所有的孩子，喜欢买来集
市上最大个儿、顶漂亮的瓜果梨

桃招待他们，然后笑眯眯地望着
挤满老屋的孩子们分吃。

我从未见过母亲思念外公时
悲恸的表情，她总是开心地谈论
外公，我有次好奇地问。母亲说，
她从未觉得外公远离了，他仿佛
还戴着黑边老花镜读各类演义小
说、练毛笔字呢。母亲还说，如果
有同学问你借书，你要么不借，借
了就不要总惦记着让人还——这
也是外公教她的，如今在不经意
间传授给了我。

前段时间，我看到一句话，大
意是父母就如死神和孩子之间的
一堵墙，父母不在了，死神就触手
可及了。可对于我和母亲来说，
外公这堵“墙”一直都在，他的宽
厚仁爱、怜惜幼小、读书写字，都
传给了我的母亲和我。

清明时节，追思故去的外公，
其实也是为了抚慰自己心中时时
都在的思念。在追梦青春的征途
中，外公的影响深植我的血脉中，
未曾有片刻的分离。

那堵宽厚的“墙墙墙”
泗洪中学高二（12）班 宋琬榕 指导老师 张平峰

老游戏
新感觉

本报记者 雪 来 通讯员 张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