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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学校新发的校本课读本，
连云港市赣榆区石桥小学五（2）班
的姜文熙惊讶地发现自己描写家
乡桃花的一篇作文被收录其中，心
里顿时溢满自豪。

石桥镇有着万亩桃林，从2017

年起，每年 3月都会举办盛大的桃
花节。桃花已成为石桥镇最靓丽
的名片。石桥小学的读本《桃花深
处是我家》收录了 100多篇石桥小
学师生描写桃花的佳作，并以校本
教材的形式与全校师生见面。

姜文熙的家就住在桃林深处，
从小到大，姜文熙与桃树朝夕相
处。“奶奶喜欢带我在桃园里散步，
她还会用黄桃煮水给我喝，我和小
伙伴也常在桃园里玩耍。”姜文熙

说，每到桃花节，全镇的人都会来
桃园里赏花，小朋友可以猜挂在桃
树上的字谜，还有健步走、踩高跷
等活动，热闹极了。

五（1）班的崔萌萌在桃花节时
拍了很多美照，每一张都是以万亩
桃林那一片桃红色的海洋为背景，
她说：“以前家乡的桃树并没有这
么多，这几年开辟了许多新桃园，
每年都会收获很多黄桃销往外地，
这也让家乡越来越美，我们生活越

来越好。”
五（2）班李子昂的爸爸是一名

农技员。万亩美丽桃林，也有爸爸
的一份功劳，这让李子昂感到骄
傲，“爸爸说过去的家乡可不是这
样的，那时河水被污染，道路很泥
泞，但爸爸和同事们推广科技农
业、生态农业，石桥镇才出现了万
亩桃林。现在，镇上道路宽阔整
洁，建了很多大市场，许多人住进
了新小区，就像城里一样。”

这些喜人的变化都被写进了
校本教材的文字里，石桥小学校长
陈会斌介绍说：“读本用孩子的话
来讲述家乡故事、赞颂家乡发展，
这样的校本课更能激发同学们爱
祖国、爱家乡的情感。”

李子昂在习作中写道：“每当
听到‘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有我
迷人的家乡’时，就会想起家乡石
桥镇。”石桥小学的孩子们都很自
豪，因为“桃花深处是我家”！

“桃花深处是我家” 本报记者 李 彤 通讯员 陈运芳 宋继玺

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今年
六一儿童节，我们也为父母、长辈精
心准备好了礼物，让这个节日因为
感恩与分享而更加精彩。

六一节前夕，盐城市第三小学
三、四年级举行了十岁成长礼仪
式。三（4）班姚慧茹和小伙伴准备
了一个手语舞《跪羊图》献给在场的
所有家长。“小羊跪哺，闭目吮母液，
感念母恩，受乳恭身体……”十岁意
味着儿童要挥别幼时的淘气，懂得
更多的道理，承担更多的责任，姚慧
茹说：“成长的第一步就是要懂得感

恩父母和老师！”
“我要为爸妈制作一张特别的

感恩卡片，填满我在学校取得的好
成绩……”常州市武进区星韵学校
四（4）班周昱菲回忆起每年的儿童
节，父母总会想尽办法让她开心，

“我们得到了爸妈的爱，也应当回
报。”周昱菲细细“盘点”了自己在
学校的收获与成长，感慨道：“每次
老师夸奖我学习有进步时，爸妈总
会笑逐颜开。我要努力学习，因
为我的进步是送给爸妈最好的礼
物！”

六一六一““礼物礼物””
本报记者 郭 瑞 宁 靖 通讯员 陈洪焕 陆 舰

晒礼物：最惊喜的那一件

在这个专属于我们的节日里，
父母为我们准备的礼物往往别出心
裁、用心良苦，有惊喜、有故事，也有
美好的祝愿。

上小学后的第一个儿童节，盐
城市第三小学三（4）班刘君一收到
了一件特别的礼物，“妈妈给我买了
一个沙漏，她希望我养成珍惜时间
的好习惯。”学龄前的刘君一对时间
没什么概念，现在的她已经有了很
强的时间观念。“有了这个礼物陪
伴，我做作业再也不拖拉，对每天的
学习时间也能做到合理计划和安

排。”
江阴市利港实验小学

五（4）班的陆文龙非常爱惜
父母买给自己的少儿科普
图书，这些图文并茂的绘本
为他打开了科学世界的大
门。能当上学校少年科学院

“小院士”，陆文龙将此归功于
父母送的这些礼物。“这些图书
让我学到了许多科学知识，并
对世界科技发展产生了兴趣，长
大后我想成为科学家，用发明创造
造福人类。”

礼物形式多样。除了物质上的
礼物，还有精神上的礼物，这些无形
的礼物往往带给我们更多的收获和
动力。

儿童节即将到来，这令常州市
武进区星韵学校六（2）班的徐喆轩
既期待又紧张。身为学校六一活动
的小主持人，徐喆轩即将登上演播
厅的舞台，串联起整场活动。最令
徐喆轩感动的是，每到这种场合，妈
妈的身影都会出现在台下，举着荧
光手机壳为他加油。“这是我们的

‘小小暗号’。当看到人群中的那个
光点，我就知道妈妈正在为我打
气！”徐喆轩说，正是妈妈“无处不
在”的身影，让他对自己的要求更加
严格。

“爸妈平时常给我买礼物，我感
觉自己很满足，很少想要新的礼
物。”最让盐城市第三小学三（4）班
蔡湘楠难忘的六一礼物是爸爸带她
去北京爬长城的经历。“当我爬不动
了，爸爸便背着我一步一步往上攀
登，尽管他也很累，却没有放弃，直
到背着我登上最高处。”她说，父亲
的爱如同坚实的长城，守护着自己
的成长。

谈收获：最难忘的那一次

感恩情：最特别的这一天

晒晒我的晒晒我的

一年一度的六
一儿童节即将到来。每

到六一，我们都会翘首期待
父母、长辈为我们准备的礼物，
这些礼物中融入了他们深深的期
许和浓浓的爱。每次收到这份节
日的礼物，同学们会有怎样的感
受？又会用怎样的行动回报父母
呢？不妨在儿童节到来之际，
晒晒我们收到过的节日“礼
物”—— 同学们，现在正值最富朝气的5月，

抬望眼，樱桃正红，枇杷已黄，麦穗渐
满，绿树成荫，处处欣欣向荣，丰收在望。

更令人期待和欣喜的是，在这个阳光灿烂、
姹紫嫣红的时节，六一——这个专属于我们

的节日即将到来，我们仿佛已经看到这样的
场景：美丽的校园中，一群红领巾，或手捧书
卷，或悠闲漫步，或载歌载舞，书香伴着花香，
队旗迎风飞扬，笑容挂在脸庞。

少年儿童如同早晨八点钟的太阳，朝气蓬
勃。同学们，你们一路耕耘，一路汗水，更有一路
欢歌，花香满途。我们欣喜地看到，你们不仅个
头长高了，而且更懂事了，自觉做老师的好
帮手，热情地当同学们的好伙伴，积
极履行家庭小主人的责任，处处
严格要求自己，事事力求做
到最好，用一言一行书写
着真善美，用一点一
滴传递着正能量。

在回顾成
长成果，憧

憬 快 乐

节日的同时，不少同学心中也充满不舍，尤其是六
年级的同学即将告别母校，踏上新征程。我们期
待你们今后继续用扎实的学识、良好的修养、博大
的胸怀为学校争光，为人生添彩；都有自己的一方
真的净土、一座善的家园、一块美的绿洲。

少年自有少年强，身似山河挺脊梁。同学们，
奋斗创造最美的生活，奔跑铸就最美的姿态。希
望你们怀揣梦想、牢记担当，永远保持一颗平常
心、自信心、进取心，在美好的年华里勇于有梦、敢
于追梦、奔跑圆梦，不负年少、不负期望、不负新时
代。

徐州市民富园小学
张文强

在淮安市博里中学八（3）班
颜欢的眼中，五彩缤纷的夏日魅
力无穷。作为博里农民画的小
小传承人，每次看到自己感兴趣
的场景，颜欢都会用画笔将它们
描摹下来。这不，同学们撑着五
颜六色的伞，三五成群地朝着家
的方向奔跑的场景，就为颜欢创
作《夏日放学》带来了灵感，朵朵
彩色的雨伞、大面积的绿色背
景，快乐的放学场景跃然纸上。

博里农民画是通俗画的一
种，由农民自己绘制，勾画出美
好的乡村生活图景。从农田水
利到秋收晒粮，从牧牛放羊到荷
塘花香，从农民运动会到文娱活
动，都可以在博里农民画中觅

到。博里农民画还把民间刺绣、
画像石、剪纸、年画等的表现手
法融入画中，自由的艺术构思和
强烈鲜明的用色，让它获得了

“东方毕加索”的美誉。
刚接触博里农民画时，八

（2）班高雅不太敢在同一幅画上
大面积使用多种高饱和度的颜
色，“我觉得色彩太多太满，会让
画面显得复杂而俗气，但农民画
打破了这个思维定势，让我感受
到了艺术的包容。”博里农民画
看似简单，其实在每次作画前，
同学们都要在稿纸上画好初稿，
经过反复修改，形成定稿后再在
灯箱上“复印”。在用笔方面也
颇有讲究，绘画时用毛笔，上色

时再换成水粉画笔，色彩也要仔
细调配。为了调出最适宜的颜
色，高雅每次都会在草稿纸上反
复调试。一次在即将要调配出
满意的颜色时，因为多加了一点
水导致重调。这样的小插曲让
高雅懊恼不已，但她还是静下心
来，从头开始。

在学习农民画的过程中，高
雅不仅感受到了创作的快乐，更
懂得了努力的重要性。未来，高
雅想成为一名专业的博里农民
画画家，将家乡的非遗艺术发扬
光大，“以后，我想把博里农民画
与公益广告相结合，在宣传公益
理念的同时，让更多的人感受到
博里农民画独特的艺术魅力。”

小小“毕加索”描绘新农村
本报记者 周 琳 通讯员 张媛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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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晋
代著名诗人、辞

赋家。他所在的家
族 浔 阳 陶 氏 祖 德 深

厚、家风淳正。陶渊明
高祖母湛氏是中国古代有

名的贤母，曾祖陶侃是东晋
时期的名将。

世人皆知陶渊明洒脱豁
达，以“隐逸诗人”“田园诗派

创始人”“不为五斗米折腰”等闻
名，鲜为人知的是，陶渊明还十分
注重教育子孙。

当年，陶渊明到彭泽县做县
令时，家里劳动力缺乏。为此，他
请了一名劳力，帮助儿子料理砍柴
挑水之类的杂务，同时给儿子写了
一封简短的家书：“汝旦夕之费，自
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
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意
思是说，每天的生活开销，靠你一
个人很难应付。现在我请一名劳

力回家，让他帮你做些砍柴
挑水的力气活。但他也是别
人家父母养大的孩子，你要
好好对待人家啊。

另一封家书《与子俨等
疏》则告诫子孙要和睦，要重
德修身，以圣贤为榜样，“虽
不能尔，至心尚之”。

陶氏一族在繁衍生息中
一直注重教育子孙。从陶母
湛氏的“封坛退鲊”到“陶侃
运甓”，再到陶渊明家书教
子，贤廉门风一脉相承，最终
凝练为《浔阳陶氏宗谱》中的
二十条祖训家规。

在最美的年华奔跑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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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爸，快到六一儿童节了！”晚饭时，我咬着筷子向爸爸挑
了挑眉，抛过去一个“你懂的”眼神。

“儿童节学校有联欢会，家里有好吃的，还不知足？”爸爸笑
着“接招”。

爷爷往我碗里夹了一只大鸡腿，“说吧，想要什么礼物？”
这个问题居然把我难住了。想想我平时吃穿不愁，上周

妈妈还给我买了好多课外书，补足了我的“精神粮仓”，而且
我还有存钱的习惯，压岁钱也还剩不少……我到底想要什么
礼物呢？

爷爷见我陷入冥思苦想，不禁笑了起来。我趁机问道：
“爷爷，您小时候是怎么庆‘六一’的？”

“我小时候可没空闲过‘六一’。”爷爷摇摇头，说起他的童
年往事。原来，爷爷的童年被“割草”占据，每天都要将割来的
草和泥混在一起制成“草塘泥”，给生产大队做肥料。在等待草
腐烂的“闲暇”时间捉会儿蚂蚱，就算得上是爷爷童年最快乐的
时光了。

“我小时候的日子要比你爷爷好多啦，不仅温饱不愁，还有
学上！”爸爸小时候每到‘六一’，学校都会放一天假，他就用这天

“勤工俭学”——捡棉花、挖野芋头、采桑葚等，
补贴家用。“那时最大的梦想就是天天有肉吃，
你瞧，现在梦想成真啦！”

50 后、70 后、00 后，我们一家三代的“六
一”，不正对应着祖国发展的不同时期吗？习爷
爷说“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作为生长在新时
代的00后，我们应该从小培养勤俭节约、不懈奋
斗的优秀品质，让一代又一代的儿童过上更好
的“六一”！

祖孙三代话“““““““““““““““““““““““““““““““六一六一六一六一六一六一六一六一六一六一六一六一六一六一六一六一六一六一六一六一六一六一六一六一六一六一六一六一六一六一六一”””””””””””””””””””””””””””””””
如皋市安定小学六（2）班 朱钱文

指导老师 钱晓峰

5月 15日，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北京举
行，会议主题为“亚洲文明交流互鉴与命运共
同体”。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开幕式，并
发表《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
同体》主旨演讲。这是今年继第二届“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
之后，我国举办的又一场重要外交活动，是一
次具有标志意义的国际盛会。

对话大会由习主席倡导。2014 年亚洲
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习
近平主席首次提出召开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推动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交流互鉴、取长补
短、共同进步的重大倡议。2015年博鳌亚洲
论坛上，习主席又一次提出召开亚洲文明对
话大会这一重大倡议。今年首次举办亚洲文
明对话大会，柬埔寨、希腊、新加坡、斯里兰卡
等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蒙古国领导人，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大会，
亚洲 47 个国家以及域外其他国家代表共
2000余人出席开幕式或参加相关活动。

大会内容丰富、成果丰硕。大会历时一

周，于 5月 22日落下帷幕。大会期间除开幕
式外，还围绕亚洲国家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维
护文明多样性、文化旅游与人民交往、亚洲文
明传承与发扬的青年责任、亚洲文明全球影
响力、亚洲文明互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等议题，举办了 6场平行分论坛。大会还举
办了规模盛大的亚洲文化嘉年华和丰富多彩
的亚洲文明周活动。大会在广泛凝聚各方共
识基础上，发布了《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2019
北京共识》，签署了一系列多边双边倡议和协
议，发布了一批重大项目成果和研究报告，形
成了一批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务实举措和合
作成果，共计4大类26项。

大会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亚洲是世界
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两
河文明等世界三大古文明皆发源于此。多元
的亚洲文明彼此交相辉映，绘就人类文明的
壮丽篇章。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鉴，一
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期待一个和平安宁
的亚洲”“期待一个共同繁荣的亚洲”“期待一
个开放融通的亚洲”，习主席在大会上用三个

“期待”，概括了亚洲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引发与会嘉宾强烈共鸣。“相互尊重、平等相
待”“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开放包容、互学互
鉴”“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四
点主张，也为亚洲乃至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指
明了路径和方向。

大会体现了大国担当。不到一个月前，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迎来
150个国家、92个国际组织的6000余名外宾，
各方达成成果清单高达283项。中国方案应
者云集，背后体现的是中国理念的强大感
召。正如习主席所指出的，“今日之中国，不
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
中国。未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
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
界。”国外嘉宾纷纷表示，我们“高度赞赏习近
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构
想”。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和本次亚洲文明对话大会，都充分体现了中
国人民心系人类未来发展的大国担当。

（作者系省委研究室原副主任）

一场一场亚洲人民亚洲人民文明对话的盛会文明对话的盛会 王兴亚

东海县石榴街道小学：

学习守岛英雄王爷爷
本报讯 5月 20 日，东海县石榴街

道小学组织《关心下一代周报》小记者走
进东海县博物馆，参观“家就是岛，岛就
是国——时代楷模王继才同志先进事迹
展览”。活动中，讲解员从“对党忠诚信
念坚定”“爱国奉献精神永恒”等 5个方
面，向同学们讲述了王爷爷32年如一日
献身祖国海防事业的英雄事迹。展览的
实物、图片和视频直观地展示了英雄的
守岛经历，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纷纷表示要学习王爷爷胸怀祖国、
心系国防的爱国情怀和爱岗敬业、无私
奉献的高尚品德。 （通讯员 乔 明）

昆山市陆家中心小学：

“市长杯”足球赛获佳绩
本报讯 5月 4日至 9日，昆山市陆

家中心小学校足球队首次代表昆山市亮
相 2019 苏州市“市长杯”青少年校园足
球联赛小学男子乙组比赛。队员在比赛
中攻防默契、配合娴熟，一举夺得小学男
子乙组一等奖，队长栾泽诺获得“最佳运
动员”称号，队员刘艺获得“最佳守门员”
称号。接下来，他们还将继续刻苦训练，
备战“省长杯”。 （通讯员 熊望圻）

盐城市大丰区金墩小学：

拼图比赛“识”祖国
本报讯 5月 24 日，盐城市大丰区

金墩小学组织三至六年级同学开展“我
爱祖国”拼图比赛。活动中，每位同学用
指定的中国行政区地图拼图在规定时间
进行比赛，用时最短的同学获胜。各班
先进行班内选拔赛，选出 3名选手参加
全校决赛。活动结束，同学们对祖国的
行政区划、地理概貌有了进一步的了
解。 （通讯员 顾 全）

日前，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特发布 2019年第 2号
预警，要求各中小学校在关键时间节点，印制《防溺水致家长

信》，因地制宜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让每名学生都牢记
防溺水“六不”，切实提高学生避险意识和自护能力。学生

离校期间家长要加强看护，提高孩子防溺水的安全意
识，切实履行好看管职责。对水域较多的地区，应

当发挥家长委员会作用，形成联防联治的局面，
确保学生安全。

江苏全省教育大会举行
5月 16日，江苏全省教育大会在南京举行。省委书记娄勤俭在

会上指出，要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重点解决城乡之间、地区
之间的教育水平落差，着力提升师资水平；要全面加强普通高中教育，

多措并举办好综合高中、综合班；要提升职业教育发展层次，推进产教
融合，为高质量发展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要深入推动教育领域改革开放，

把让江苏的孩子都能有学上、上得起、上好学作为改革基本取向，积极组
织实施好新高考制度，扩大教育对外交流。

教育部要求严格规范招生秩序
5月21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严格规范大中小学招生秩序的紧急

通知》，就进一步规范大中小学招生秩序提出要求。在进一步规范考试招
生工作方面，要求进一步落实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规定，规范义务教育
阶段民办学校招生行为，规范普通高中、中职学校招生行为，加强统一高
考招生录取管理，规范高校自主招生等特殊类型招生，加强高考报名资格
和加分资格审核；在切实加强监督管理方面，要求加大信息公开、加强招
生预警、强化督促检查、严惩违规行为、规范宣传工作。

织牢防溺水“安全网”

“““小小工程师小小工程师小小工程师”””开启科学启蒙之旅
无锡市崇宁路小学同学走进省特检院无锡分院

本报讯 “同学们，你们知道石墨和石
墨烯的区别吗？”“乘坐电梯时，我们应该遵
守哪些安全规则？”“工地上常见的吊车有哪
些不同的种类？”……5月24日，江苏省特种
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无锡分院历时一
个月的“特检开放日”迎来了第 5批小客人
——无锡市崇宁路小学的同学们。同学们
在工程师叔叔阿姨的带领下“打卡”院中的
两个国家级检验中心——国家石墨烯产品
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和国家桥门式起重机械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并在这里探秘神奇
的石墨烯、“围观”工程师做实验、聆听电梯

乘坐安全知识讲座……开启了一场“小小工
程师”启蒙之旅。

“同学们一定都知道‘轻于鸿毛’这个
词，但你们亲眼目睹过‘轻于鸿毛’的现象
吗？”在国家石墨烯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工程师叔叔抛出的问题一下吸引了同学们
的注意，他们将目光齐刷刷地聚焦到叔叔指
向的玻璃展柜，那里有一团摆放在羽毛上的
小黑球——石墨烯气凝胶。从工程师叔叔
的讲解中，同学们得知这看似不起眼的石墨
烯“头衔”可不轻，它是人类已知材料中强度
最高、韧性最好、重量最轻、透光率最高、导
电性最佳的材料。在石墨烯新材料应用陈
列室中，同学们发现从大到飞机、汽车，小

到铅笔、传感器中都能寻得石墨烯的“身
影”，原来作为新兴材料，石墨烯以其优
越的“自身条件”已被运用到储能、生
物医学等众多领域之中。发现石墨
烯并不“高冷”后，二（1）班张语恩感
叹：“石墨烯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告别了“轻于鸿毛”的石墨
烯，同学们又结识了“重于泰山”

的 起 重
机。在国
家 桥 门 式
起 重 机 械 产
品 质 量 监 督 检
验 中 心 一 楼 大 厅

“Q 萌”的桥门式起重机
模型前，同学们了解到眼前的这
个“大力士”是港口贸易、工业生产、物流运
输等领域的“好帮手”。走进中心的力学性
能实验室，同学们还亲眼见证了高温拉伸试
验机、摆锤低温冲击试验机等高精尖仪器的
现场实验。当高温拉伸试验机“悄无声息”
就使出 2吨的拉力拉断铁条时，三（6）班华
彦茹情不自禁地拍手叫好：“真厉害！以后
我也要成为工程师，像这里的叔叔阿姨一
样，做有趣又有意义的科学探索。”

活动最后，同学们还学习了电梯乘坐安
全知识。令华彦茹印象最深的是乘坐电梯
的三个“NO”和乘坐扶梯的四个“NO”，她
说：“我一定要把这些安全知识牢记在心，并

向今天没能来参观的小伙伴广泛宣传。”
崇宁路小学“特检开放日”之旅在同学

们的欢声笑语中落下帷幕，他们不仅将特
检院颁发的“小小工程师”证书捧在手里，
更将探究科学的种子萌发在心中。

（本报记者 张玫莹 通讯员 张
媛 王晶晶）

右上图为同学们经过一天学习获得
了“小小工程师”证书。

左下图为同学们触摸神奇的石墨
烯材料。

开心一刻

“关心下一代周报”微信
快来扫一扫

一天，杰克到学校接儿子，
刚到教室门口，就听到老师正
在发火：“你们也太不像话了，
都七八岁了，还不懂事，不知道
翻围墙很危险吗？”

几个男生低着头，只有杰
克的儿子一脸兴奋。

下课后，儿子见到杰克，跑
过来很兴奋地说：“爸爸，我没
挨批！”

杰克表扬道：“我儿子就是
懂事，这次没翻围墙！”

谁知儿子一听，撇了撇嘴
说：“我也翻了！”

“那你还说你没挨批？”杰
克惊讶地问。

儿子笑嘻嘻地说：“刚才老
师说的是七八岁的，我今年 9
岁，不在范围内！”

幼儿园里两个小朋友在聊
天。

甲说：“为什么挑食的都是
孩子，大人怎么都不挑食呢？”

乙说：“他们买的都是自己
爱吃的，还挑什么食？”

摇肚子
妈妈：“小飞，你刚吃完药，

不好好睡觉，抱着肚子摇晃干
吗？”

小飞：“我刚才喝药时忘了
摇药瓶，现在补摇。”

吃哪根手指
妈妈看到小奇又把大拇指

放在嘴里，就提醒他：“小奇，不
要吃手指，我们大人从不把大
拇指放在嘴里！”

小奇问：“妈妈，那我应该
放哪一根手指啊？”

儿子不想睡觉，爸爸坐在
他的床头开始给他讲故事。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过去
了，房间里一片寂静。

这时妈妈打开房门问：“他
睡着了吗？”

“睡着了，妈妈。”儿子小声
回答。

谁睡着了

说的不是我

挑 食

卖 书
星期天，小明帮父亲守着

书摊。
顾客：“昨天，我在你们这

里买了一本名为《怎样才能成
为百万富翁》的书，拿回家才发
现里面有一半的书页都被撕掉
了。”

小明：“依我看，手中能有
50万就不错了，难道您还嫌少
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