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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林伯伯，您在参与建造
港珠澳大桥的过程中一定有许多难忘
的经历，可以与我们分享一下吗？”“林
伯伯，您真是我们江苏的骄傲！”……6
月 5日，兴化市第二实验小学的 7名小
记 者 终 于 和 他 们 翘 首 以 盼 的“ 老
乡”——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项目总工
程师林鸣伯伯见面啦！

早在去年 10 月港珠澳大桥通车
时，学校便向同学们介绍了林鸣伯伯的
故事。大家了解到林伯伯不仅是港珠
澳大桥岛隧工程项目的总工，此前，他
还参与建设了当时中国第一大跨径悬
索桥——润扬大桥。更令同学们自豪
的是，林伯伯就是兴化人！从那时起，
林伯伯就成了大家心中的“偶像”。初
见林伯伯，他高大的身材、黝黑的肤色
让同学们觉得与他工程师的身份很是
贴合，而林伯伯额角细密的皱纹也让同
学们联想到他为建造港珠澳大桥而付
出的辛劳。

“林伯伯，港珠澳大桥被誉为‘基础
设施建设领域的珠穆朗玛峰’，登顶这
座‘高峰’，一定遇到过许多艰难险阻
吧？”五（7）班贺子畅迫不及待地问道。

林伯伯见同学们的脸上写满好奇，便从
2005年自己接触港珠澳大桥项目开始
娓娓道来。原来，这座连接珠海、澳门
和香港三地的大桥必须在 55公里的全
长中，铺设6.7公里的外海沉管隧道，而
外海沉管隧道施工核心技术当时只被
极少数国家掌握，中国在此领域的技术
积累几近空白。没有经验，不怕！林伯
伯分别前往韩国、欧洲求教，却屡吃“闭
门羹”。不让学，不怕！林伯伯破釜沉
舟，决定带领项目团队自主研发外海沉
管隧道施工技术。“即使我们的起步是
0，我们往前走一步就会变成1。”为了攻
克技术难关，林伯伯带领团队开了上千
次大大小小的讨论会，没有成果绝不散
会，甚至过年都不回家。经过两年时
间，林伯伯的团队不仅解决了外国人认
为不能解决的问题，还攻克了世界深埋
沉管隧道的一系列难题，成为“深埋沉
管结构设计”“深水深槽沉管安装”等技
术的领头雁。得知如此“世界级”工程
如今全是“中国造”时，同学们由衷地为
林伯伯和技术人员鼓掌，更为他们勇于
挑战的魄力和攻坚克难的决心而深感
钦佩。

与林伯伯的亲切交谈也勾起了同
学们更多的思考。六（8）班翟言超进
一步了解了我国桥梁建造史上赫赫有
名 的 几 座 桥 。 从“ 万 里 长 江 第 一
桥”——武汉长江大桥建造过程中中
国首创的“大型管柱钻孔法”，到长江
上第一座由中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
双层式铁路、公路两用桥梁——南
京长江大桥，再到港珠澳大桥，翟言
超发现随着时代的进步，“中国桥”
越来越精良，“中国造”越来越领
先，而工程师、建设者们攻关夺隘
的坚持始终不变。“如果每个行业
都能做成一两个世界尖端梦，那
么我们的国家就能更快地实现中
国梦。”六（2）班王喆对林伯伯的
这句话感触颇深，从小怀揣建筑
师梦想的林伯伯最终梦想成真
也让他深受鼓舞，他说：“我们正
处在‘做梦’的年纪。作为学
生，我们不仅要敢做梦，更要发
奋努力实现梦想，将中国梦编
织得更美丽！” （本报记者
张玫莹 通讯员 张海涛）

勇攀基建领域的珠穆朗玛峰珠穆朗玛峰
兴化二实小同学对话港珠澳大桥岛隧项目总工程师

近日，高邮市第一实验小学的同
学们冒着细雨，走进高邮法治文化公
园，共同经历了一次法治游园的“润
泽”。

走进公园大门，12 个红色大字跃
入眼帘：弘扬宪法精神，维护宪法权
威。在阅读了展板下方对《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的介绍后，六（7）班韦一
感受到了这部耳熟能详的法律的威
严：“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它赋予了
我们受教育的权利，还维护了当今社
会的和平稳定……”看着介绍墙上雄
伟壮观的天安门，3位警察正在天安门
城楼下庄严宣誓，神圣感涌上韦一心
头：“从小，家中长辈就教我们‘不以规
矩，不成方圆’。后来，老师告诉我们

‘国无法不治，民无法不立’。法律陪
伴我们成长，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要
做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走进公园内的名人长廊，一个个
鲜活的事例令高邮古往今来以笔为
刃、以法捍卫人民幸福的历史名人

“活”了起来。“你知道吗？我们家乡的
王氏父子可是冒着生命危险参劾和珅
的大功臣！”六（4）班的吴依柔钦佩地
说。清代的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均是
著作等身的学者，身为朝廷要员的他
们，心系家国天下，在目睹和珅的斑斑
劣迹后，调查并罗列了和珅犯下的罪
行，最终为民除掉了这个贪官。这一
善举被时人赞誉为“凤鸣朝阳”。王氏
父子的故事鼓舞着吴依柔：“一旦有人

越过法律的界限，损害了他人利益，最
终历史就会给出公正的裁决。”

“当我们在路上行走或驾驶车辆
时，都要遵守相应的规则，这也是交通
法在为我们的生命安全‘护航’。”看了
公园内的法律介绍，六（2）班的沈赵轩
琪悟到，“原来法律在我们的生活中处
处‘有迹可循’。”在学校的法治征文
中，沈赵轩琪这样写道：“法律就像一
位无形的老师，为我们讲述着正确的
做法。知法守法，在提升自身素养的
同时，也为他人提供便利，社会因此变
得更美好。”

这次游园活动，在同学们的心中
种下了学法守法、向往公平正义的种
子，它正在茁壮成长着。

游园赏“““法法法”””明事理
本报记者 宁 靖 通讯员 卞龙余 何 芳

盐城市大丰区城东实验初级中学：

聆听讲座 立志成才
本报讯 近日，盐城市大丰区教育局关工委在城东实验

初级中学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题宣讲会。会上，区
教育系统“三有”教育宣讲团成员陈建萍作《七十春秋正峥
嵘 同心追梦启新程》主题演讲，讴歌新中国成立 70年来的
蓬勃发展和取得的巨大成就。同学们聆听演讲，进一步了解
了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辉煌成就，纷纷表示要
努力学习，争做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通讯员 刘 峰）

盱眙县黄花塘中心小学：

听铁军爷爷讲故事
本报讯 6月 13日，90岁高龄的新四军老战士褚世玉在

家人的陪同下走进盱眙县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纪念馆，参加黄
花塘中心小学红色教育活动。褚爷爷年事已高，这次是他最
后一次为黄花塘中心小学的“铁军娃”们上课。活动中，褚爷
爷将自己珍藏多年的军功章带到活动现场，并向同学们讲述
了军功章背后的故事。活动结束，“铁军娃”们满怀不舍，在新
四军军歌声中与褚爷爷道别。 （通讯员 侯永春）

东海县石榴街道东安小学：

爱国主义教育增添新基地
本报讯 6月 12日，抗战老人杨凤鸣事迹陈列室落成仪

式在东海县石榴街道东安小学举行，少先队员代表向杨凤鸣
老人的雕像献花，并在老师的带领下参观了陈列室。陈列室
分少年时期、抗战时期、建设时期等主题，通过图片、实物、文
字，全面地展示了杨凤鸣老人生平的事迹，介绍了他在抗战时
期与日本侵略者顽强斗争、坚决拥护共产党的故事，以及他对
基层抗日政权建设作出的贡献。杨凤鸣事迹陈列室的落成，
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新的基地和更丰富的资源。

（通讯员 乔 明）

无锡市南湖小学：

小手巧塑大阿福
本报讯 6月 14日，无锡市南湖小学的同学们迎来了惠

山古镇的工艺美术师，并学习了家乡非遗——惠山泥人的制
作方法。活动中，老师向同学们介绍了惠山泥人的由来，讲解
了泥人的制作步骤。捏、揉、搓、卷，在老师手把手指导下，同
学们也尝试制作自己的小泥人作品。本次活动，让同学们在
自己动手的过程中学习家乡非遗，体验传统手工艺的乐趣，激
发了他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辛 闻）

我的家在美丽的龙池湖畔。
这里是新城，小区挨着小区，高楼林立，充满

现代化的气息。街道宽阔干净，商铺里人来人
往，超市、菜场、幼儿园、市民中心一应俱全。而
我最喜欢的还是和妈妈去家门口的龙池湖畔散
步。夏天，湖水波光粼粼，湖面上时不时游过一
群可爱的水鸟。夜晚的龙池湖更美，湖岸亮起
一盏盏渔网形的路灯，喷泉伴随着五颜六色的
灯光和跃动的音乐变幻舞姿，夜跑、散步的人
络绎不绝……

陶醉于龙池湖的美景，你一定想问：以前的
龙池湖是什么样呢？一定也很美吧！其实不
然。以前这里地处郊外，周围没有什么人家居
住，因为疏于管理，杂草丛生。夏天，湖边蚊虫孳
生，卫生状况令人担忧。后来龙池湖地区被规划
为新城，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进行管理、整治。整改
后没多久，湖里的杂草就变成了随风飘扬的芦苇
荡，湖边的烂泥路变成了休闲
步道，龙池湖的倩影终于展露
了出来。居民楼也拔地而起，
优美的自然风光吸引了不少人
来这里居住……

龙池湖的美丽蜕变让我感
悟到家乡不断发展的前进脚
步。我爱龙池湖，更爱日新月
异的家乡和祖国！

龙池湖蜕变记
宝应县实验小学六（5）班 杨宥嘉

指导老师 黄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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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泰州市海陵区大浦中心小学五（3）
中队开展“我与《关心下一代周报》同成长”主题队

会活动。“大家都了解《周报》这个几乎每周都与我
们见面的伙伴吗？”小主持人李一翔刚抛出问题，队
员们就争先恐后地回答：“《周报》创刊于 1993年。”

“每年50期。”“周报社还有‘冰凌花’奖学金呢。”……
听了队员们如数家珍的介绍，小主持人唐姝晗

提高了难度：“为了贴近我们少年儿童，《周报》坚持
着怎样的办报风格？”“为孩子说话，让孩子说话，说
孩子的话！”队员的“标准答案”赢得了大家的掌声。

“今天我来当主编”环节，队员们又变身小设计
师，为心目中的《周报》量身设计了一套版面。刘
思言建议开辟“迷你维也纳”专栏，让读者在学习
之余可以放松一下。张元岭则希望以重大事件

为切入点，向小读者介绍相关史地文理知识
……

活动最后，辅导员老师为队员们送
上祝福：“成长路上，有老师、亲人的陪

伴，我们快乐、幸福！而有了《关心
下一代周报》的陪伴，我们仿佛

插上了理想的羽翼，可以
飞向更广阔的天空！”

图为兴化市第二实验小学小记者采访林鸣伯伯。

开心一刻

“关心下一代周报”微信
快来扫一扫

小刚 8 点钟才起床，脸也
顾不上洗，背着书包就往学校
跑。

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教
室，喊了声“报告”，就坐在自己
的座位上，听地理老师讲课。

“小刚，你站起来回答。”老
师指着地图问：“什么叫赤道？”

“8 点钟上课，8 点过了才
进教室，就叫迟到。”

公园里，一个小男孩和一
个小女孩在玩过家家的游戏。

小男孩认真地对小女孩
说：“等我有钱了，就买两根棒
棒糖。一根你看着我吃……”

小女孩满脸期待地看着小
男孩，等着他说第二根棒棒糖。

小男孩接着说：“另一根，
我吃给你看。”

爸爸：“你知道为什么袋鼠
的肚子前面有个袋子？”

儿子：“我想一定是用来装
小袋鼠的。”

爸爸：“那为什么小袋鼠的
肚子前面也有一个袋子呢？”

儿子：“那一定是用来装糖
果的。”

四大元素
老师问：“谁能答出自然界

的四大元素？”
一学生说：“我知道，是火、

空气、土壤……”
还有一种他一下想不起来

了，老师就提示说：“你想想看，
我们是用什么东西洗手的？”

“肥皂。”这名学生不假思
索地回答。

妈妈给 3 岁的女儿讲“司
马光砸缸”的故事。

讲完之后，妈妈问女儿：
“你和小朋友玩，如果小朋友掉
进缸里，你该怎么办？”

女儿想了想说：“去找司马
光呀！”

找司马光

迟 到

另一根

一次英语课上，小明走神
了。

老师问他：“西红柿是水果
还是蔬菜？”

小明回答：“嗯，水果……”
老师提高声音说：“什么？”
小明赶紧见风使舵：“是蔬

菜，蔬菜。”
老师不能忍了：“我是让你

翻译这句话！”

水果还是蔬菜

装糖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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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防溺水 牢记“六个不”

雨天，一阵欢快的音乐
声打破了敬老院里原本的沉

寂。南京市共青团路小学四
（2）班王瑾涵正手拿陶笛，为瘫痪

在床的孙奶奶演奏，欢快的曲调从
上下翻飞的指尖流出。这时，天晴

了，阳光穿过玻璃，照在孙奶奶斑白的
头发上，她露出舒展的笑容。每次来敬

老院，同学们都会集中在楼下的小花园
里表演节目，行动不便的孙奶奶只能孤单
地待在房间里。王瑾涵发现后，每次表演
结束都带上陶笛为孙奶奶单独开一场小型

“演奏会”。
别看王瑾涵如今对陶笛爱不释手，刚加

入陶笛社团时，她可吃足了苦头。要么指尖
没盖好，让曲子走调；要么转音没接好，显得
十分突兀，怎么努力都掌握不好演奏技巧。
重重困难让她打起了“退堂鼓”，但看着其他
同学们都在认真学习，王瑾涵心底那股不服
输的劲儿让她咬牙坚持着。“直到为孙奶奶
演奏，我才重新找到了学习的动力。”记得第
一次吹奏的是《虫儿飞》，虽然有些走调，但
孙奶奶听得十分入神。“陶笛小巧便携，我

决定努力学好它，为更多的老人们带去欢乐。”
每次去敬老院，老人们都很热情，交流的渴望

写在脸上，他们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年轻时的故
事，并在同学们离开前不断地挽留大家。这些都
让王瑾涵感受到老人们的孤独。现在，王瑾涵不
仅在家更加孝顺长辈，一有时间也会来敬老院看
望老人们。在王瑾涵的带动下，四（3）班王雅菲也
加入进来。最近，两人苦练《一只鸟仔》，在端午节
小长假时给孙奶奶送去一份充满爱的礼物。“这首
曲子全是高音，对气息要求很高，我总是吹一半就
喘不上气来。”为了攻克这个难关，王雅菲不仅每
天回家锻炼半小时增强肺活量，还自创练习方法：
从低音开始一点点往上升。“记住高音的吐气感
觉，慢慢练就能提高啦！”

在陶笛社团里，同学们不仅通过学习感受到
乐器和音乐的魅力，更将它带到
生活中，为周围的人带去欢
乐。王雅菲说：“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我们小时候坐
公交车时，总会有很多热
心人给我们让座，现在我
们有了能力，也应该用自
己的爱去温暖他人。”

本报记者 周 琳 通讯员 王贵春

翻开学校刚发的校本教材《我们
的家乡》，东海县东安小学六（2）班的
陆靖看着那些旧农具插图中的老物
件，就像看到了自己的老朋友：“这个
叫摊木，农村翻晒粮食时就用它把粮
食聚拢成一堆，非常好使。这个叫簸
箕，可以用来除去粮食里的沙石。还
有这个夹子，我小时候就用它来夹核
桃……”

东海县东安小学是一所留守孩
子相对集中的学校。和许多同学一
样，陆靖很小的时候就帮着爷爷干农
活了，教材中罗列了几十种当地农家
过去常用的农具，有的陆靖自己使用
过，有的没用过，但在村里看到过，还

有很多她见都没见过，“现在人们生
活越来越好了，我们有了更多现代化
的农具，这些老式农具已经快要退出
历史舞台了。”

《我们的家乡》中收录的其他内
容也是这样，同学们对其中的一些很
熟悉，但对不少内容也很陌生。三
（2）班的谢士轩说：“在家乡话中，‘手
脖子’说的是手腕，‘左不溜子’意思
是左撇子，这些我们都知道。但‘打
溜’‘来卯’‘踢斑斑’等过去小孩子玩
的游戏，我都没有玩过。”《我们的家
乡》中还收录了东安镇的姓氏家族、
过节习俗、村规民约等乡土内容，这
让孩子们对家乡多了一分了解、一分

亲近。
《我们的家乡》中还记录了东安

镇近年来的变迁。在读了教材中关
于东安小学的发展介绍后，谢士轩
说：“我们的学校以前只有几排平瓦
房，现在建起了高大、漂亮的教学楼，
操场上也铺上了塑胶跑道，气派极
了！”时代的变迁让家乡变得越来越
好，《我们的家乡》中罗列出的东安镇
乃至东海县各方面取得的成就，都让
孩子们倍感自豪。“以前家乡的泥泞
路变成了现在的柏油路，过去的臭水
沟经过治理，也变得清澈了。”谢士轩
说：“爸妈每次回来都说东安变得他
们快要认不出了，也许过不了多久，

他们就会考虑回家乡来工作，到那时
我们一家就再也不用分开了。”

陆靖说，这本充满浓浓家乡味的
《我们的家乡》，让同学们在读懂家乡
的同时，对家乡的爱也更深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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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盐城市盐都区龙冈
镇杨斌村的六旬老人柏正满带着

他收藏的 5 千多本小人书来到聚亨
路小学，给学校正在参加第9届读书节

活动的同学们送来了特别的礼物。一本
本泛黄的小册子，一幅幅黑白的画面，一
个个鲜活的红色故事，同学们满怀好奇地

翻开这些红色题材的小人书，仿佛走进了几
代人共同的童年记忆……

小人书俗称连环画，是上世纪风靡的青
少年课外读物。聚亨路小学四（6）班的施贝
儿对这些小人书并不陌生，“我爸爸说他小时
候就特别喜欢看小人书，如今家里还收藏着
几本呢。”小人书图文并茂，每一幅图画都
是一个精彩的故事片段。

小人书绘述的多是经典的历史故
事和革命故事，在展示精彩情节的同时，

也将优良传统和红色精神传递给小读

者。在众多的小人书中，聚亨路小学四（11）班朱
正睿对《王杰的故事》印象最为深刻，“王杰一不
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让我非常钦佩。”

柏正满爷爷的家乡杨斌村是以革命烈士的
名字命名的，他从小受红色精神的影响，十几岁
就开始收藏红色小人书。龙冈小学六（1）班黄悦
悦也是杨斌村人，她认为作为红色村的孩子更有
责任传承好红色基因，“柏爷爷不仅把自己几十
年的心血拿出来免费给我们看，还经常给我们讲
杨斌烈士的故事，要求我们弘扬烈士精神，我们
每一个杨斌村人都应该向他学习。”

如今，小人书的收藏价值随时间的推移逐渐
提升，可柏正满爷爷非但没有吝惜自己的藏品，
近些年，还不遗余力到各地举办书展 30 多场
次。他说：“给孩子们看了，这些小人书才有更大
的价值。我展出红色小人书就是让孩子们不忘
记过去，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传承发扬红色精
神。”

本报记者 郭 瑞 通讯员 凌 琪

本报记者 宁 靖

靖江实验学校二（7）班的张涵
韵成长在一个“志愿者之家”，爷爷、
爸爸都热心公益事业。家庭的耳濡
目染，张涵韵从小就有爱心、好分
享，如今小小年纪的她已经是家里
的第三代志愿者。“热心公益、助人
为乐是我家的‘家风’，我要把它发
扬下去！”张涵韵说。

小涵韵的爷爷张勇是靖江市小
关庙社区关工委常务副主任，热心
组织青少年开展各种健康有益的活
动。为了丰富附近中小学生的课余
生活，张勇将自家的两间房腾出来，
建立起小关庙社区“音乐之家”校外
辅导站。站内图书墙上的那近万册
图书，都是张涵韵的爸爸和爷爷花
心思“淘”回来的。张涵韵很喜爱这
里的气氛，常邀请她的好朋友到这
里看书、学习、钻研难题。爷爷告诉
涵韵，把自己的家变成同学们一起
学习、休闲的场所，这是把“小家”变

“大家”。爷爷的奉献精神感染了张
涵韵，让她懂得奉献他人是一种美
德。

走进“音乐之家”校外辅导站，
门口的多种乐器洋溢着浓厚的音乐
气息。张涵韵的爷爷热爱音乐，从
小受他的熏陶，涵韵的爸爸张啸虎
成了一名专业吉他手。张啸虎策划
了一个“微信小喇叭”活动，每半个
月进行广播，组织音乐讲座、免费吉
他教学等公益活动。张涵韵也能用
尤克里里弹唱一些曲目，于是祖孙
三人时不时一起到社区、广场演奏，
为居民送去欢乐。张涵韵说：“爸爸
说，志愿服务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

得更美好，他常鼓励我为他人做一
些力所能及的事。”有时张啸虎去敬
老院义演，张涵韵就作为“小啦啦队
员”，在台下为老人们送上问候。看
到爸爸不计报酬的演出让老人们脸
上露出了笑容，张涵韵暗下决心，要
做一个乐于奉献的人。

爷爷常教育张涵韵：“当看到朋
友遇到困难，不能坐视不管，要‘搭
把手，出份力’。”爷爷的话在张涵韵
心中种下乐于助人的种子。靖江市
城中小学一（6）班马俊杰是一名少
数民族同学，汉语和拼音基础差，再
加上家里不使用汉语交流，导致他
转学到靖江后因为交流不畅而沉默
寡言。张涵韵决定帮助马俊杰，每
天放学后，张涵韵的家里都会出现
这样的画面：二年级的她坐在课桌
前“辅导”马俊杰做功课。经过一年
多的努力，现在马俊杰已能流畅地
阅读汉语课本，学习成绩冲到了班
级前列。班主任殷老师还发现：“在
帮助他人的过程中，张涵韵养成了
良好的学习习惯，也越来越自信大
方。”得到这样的评价，张涵韵十分
高兴，“爷爷和爸爸教我多帮助别
人，这样才能共同进步！”

“爸爸和爷爷的行动为大家带
去便利和欢笑，我也在帮助他人的
过程中感受到奉献的快乐。”张涵韵
说，爷爷、爸爸开启的这条“志愿者
之路”，她打算一直走下去。未来张
涵韵计划参与更多校园活动，把自
己热情和助人的“家风”融入到学校
生活中，和同学共同谱写一曲欢快
的“志愿者乐章”。

快乐公益快乐公益““接力接力””
三代人的三代人的

小人书中的红色记忆

敬老院里的爱心“双重奏”

暑期将至，气温不断升高，溺水事故又进
入了高发期。溺水已成为中小学生暑期意外
死亡的“头号杀手”。请同学们牢记防溺水“六
不”，在享受美好假期的同时，防止意外的发
生。

1.不私自下水游泳。

2.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4.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

泳。
5.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