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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爱的小弟弟
南京市拉萨路小学分校方
兴小学二（3）班 虞泊然

指导老师 江小霞

颜色可以“调”出来
常熟市大义中心小学
三（6）班 金琦超
指导老师 赵红艳

上美术课的时候，老师告
诉我们：“许多画家的调色盘中
常常只有三种颜色——红色、
黄色、蓝色，也叫‘三基色’。他
们就是用这三种颜色调出各种
不同的颜色。”

听了老师的话，同学们都
流露出疑惑的眼神。我们迫不
及待地试了起来。“哇，我的画
板变成了紫色！”“咦，我的怎么
变成了黑色的呢？”就像变魔术
似的，许多颜色都被同学们

“变”了出来。
“这是什么原因呢？”同学

们纷纷问道。
“这就是三基色原理。”老

师说，“人的眼睛就像一个三色
接收器，对这三种颜色最为敏
感。平时大多数的颜色可以通
过红色、黄色、蓝色合成产生。
同样绝大多数单色光也可以分
解成红色、黄色、蓝色三种色
光。而这三种颜色合成的颜
色，不仅仅是用于画画，彩色电
视机、彩色印刷、彩色油漆等也
是利用了这个原理……”

听了老师的介绍，我才恍
然大悟。原来生活中五彩缤纷
的色彩是这样“调”出来的呀！

我家对门有个小弟弟，他
才1岁多，刚学会喊人，非常可
爱。每次我回家，他听见我的
动静，都会隔着门缝不停地喊
我“哥哥，哥哥……”，让我非常
开心。他走路还不稳，但正在
学着爬楼梯。他每次来我家，
就知道喊我写作业。小弟弟整
天喜笑颜开，从没见他哭过。

我问爸爸，我以前也像小
弟弟一样可爱吗？爸爸告诉
我，我以前比小弟弟还要可爱，
爸爸整天把我扛在肩膀上出去
玩，我看见谁都会打招呼，大家
都很喜欢我。

我想要是有时光机器就好
了，真想看看我以前可爱的模
样，顺便看看爸爸妈妈在我小
的时候是怎么哄我、逗我的。
爸爸天天把我扛在肩膀上，也
一定挺辛苦的。在这里我要向
爸爸妈妈说一声：你们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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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有 巧 巧 手

泰兴市襟江教育集团襟江校区一（18）班 刘娅斯
指导老师 丁海涛

幸福快乐的大家庭 （儿童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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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高一（（1212））班班 范天予范天予
指导老师指导老师 张建维张建维

周末早晨6点，闹钟准时响起，
我从床上一跃而起——今天，我有
一项特殊的任务。

厨房朝东，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淡淡地洒进窗户，照着窗前的妈
妈。她的脸上，镀上了一层金黄而
柔和的光。

煤气灶上，砂锅里的粥正在翻
滚着，散发出浓郁的清香。不用说，
那是奶奶最爱吃的皮蛋瘦肉粥。

“起来了？我的任务完成了，下
面就交给你了。”妈妈笑着说。

7 点不到，我已经赶到病房。
最近，奶奶心脏做手术，住院已经两
个星期了。

“宝贝，这么早就到了？”爸爸正
在给奶奶擦脸，看到我很开心。

“哟，老爸，精神不错嘛！看来
陪夜也不是很累！”

“那当然，这么多人合作，难得
轮到一次，得好好表现嘛！好了，好
了，老爸要回家休息了，下面的任务

就交给你了。中午别吃食堂，你堂
姐会来送饭。”

我照顾奶奶吃粥，隔壁床的陪
护阿姨羡慕地对奶奶说：“你家儿孙
们可真孝顺啊！你可真有福气！”

“是啊，我一生病，他们就召开
了家庭会议，三个子女排好了全家
人的时间表，每个人都有任务。老
大、老二，还有老头子负责陪夜，两
个媳妇负责烧饭，医疗方案老三负
责，周末，孙子孙女也会来帮忙。每
件事都‘责任到人’，这样每个人都
不会太辛苦，我老太婆也不会过意
不去……”奶奶不无得意地说道。

“是啊，是啊，家里有大事情还
是要大家一起合作，一个人做真的
吃不消。你看我家，大女儿在国外，
二女儿身体不好，又不能都交给护
工，我一个人真的累死了，真怕哪天
老头子病没好，我又倒下了……”

刚吃好午饭，奶奶就嚷着要去
小公园透透气。堂姐打开轮椅，我

托着奶奶的腰，堂姐扶着奶奶的胳
膊，我们一起把奶奶慢慢地移到了
轮椅上。奶奶有点微胖，如果一个
人照顾，那肯定弄不动的。

小公园人不多，阳光温暖透明，
湖水的蓝，深沉明丽。湖面在微风
下，跳动着金色的涟漪，柳条长及湖
面，柳叶披纷。阳光、湖水、柳树，简
单地配合着，一幅美丽的图画就诞
生了。

我和堂姐轮流推着轮椅，陪奶
奶闲聊。奶奶感叹地说：“我们呀就
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有你们这一
群孝顺的孩子，是我这辈子最大的
幸福。你们也要记住，以后不管遇
到什么事情，一家人要互相帮助、互
相合作，人多力量大，不管什么困难
都能挺过去的。”

这天下午的湖堤之行，在我的
心头荡漾，不只是河畔的金柳和波
光里的艳影，还有那静静的时光和
时光里的如许深情。

花季雨季

我我我 家家家的的的

我的爸爸高大帅气、才艺多多，会唱歌、会弹吉
他，还能做司仪。我的妈妈温柔可亲、心灵手巧，再难
的手工，她看几眼就会做了。

两年前的一个偶然机缘，爸爸妈妈加盟了“港岛
记”叉烧外卖品牌店。他们俩从一窍不通到无师自
通，什么直营店学习、什么食品外卖模式、什么标准化
厨房、什么平台品牌大连锁，样样了然于心。看，每次
收到订单，爸爸妈妈将食物分类打包，迅速包装，飞速
送货，将一份份“幸福”送到顾客手中。当好评如潮涌
来时，他们会心一笑，继续加油，再接再厉；当差评袭
来时，他们眉头紧锁，互相提醒，不断改进。

忙碌，忙碌，井然有序地忙碌，365 天，天天如
此。老爸每天早上 6点到店里，他先去买菜，准备各
种食材，一样一样，亲力亲为，收拾得井井有条。到了
中午，店里门庭若市，为了照顾好生意，爸爸妈妈和厨
师、服务员们争分夺秒，疾步如飞，没有一丝空闲时
间。有时，大家忙得中饭都来不及吃，甚至要拖到下
午一两点钟才能吃饭。我看爸爸累极了，就劝他休息
一会儿，可他摇摇头，继续干活去了。

我的老妈，是班级家委会成员，我们班同学每个

学期都尝过我老妈亲手做的小笼包。在教室里，同学
们亲眼见证老妈巧手翻飞，用一张张面皮做出一个个
精致又好吃的小笼包。开了这个店以后，妈妈的厨艺
发挥到了极致。快餐中的蔬菜啊、卤蛋啊，都是我老
妈亲手做的。品尝过的人，除了留恋于美味多汁的叉
烧外，更惊艳于那丰富的配菜和种类。

日子在父母的劳作中飞快流逝，虽然生活也有酸
甜苦辣，但爸爸妈妈的欢声笑语时时回荡在我身边。
爸爸经常对我说：“新航啊！趁着年轻，多吃点苦没有
关系，因为幸福靠勤劳得来。现在，我们全家都要努
力，为未来创造幸福。”

店里的生意越来越火爆，经常会接到大大小小的
团餐。我知道：爸爸妈妈所付出的一切，都是为了我
幸福成长。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双休日里，我会
抽出时间到店里帮忙：打好奶茶，机器封口；装好饭
菜，快速包装；派人送货……这些事我都可以做好，做
得精致。当爸爸妈妈和顾客向我竖起大拇指时，我非
常满足，也很幸福，因为我长大了，能为家庭出力了！

“港岛记”在我们全家人的经营下越来越兴旺、红
火。2020年来了，祝愿我们家诸事如意，幸福永远！

张家港市万红小学张家港市万红小学
六六（（22））班班 龚新航龚新航
指导老师指导老师 徐寒燕徐寒燕

七彩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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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家四口坐在桌旁，互相看着
对方，脸上漾着幸福的光晕。

此情此景，让我记起之前保存在手
机相册里的一张照片，我们一家人站在
老房子前，摆着各种姿势。那是一段无
法割舍的时光。当年，我还是个小不点
儿，姐姐还没结婚，圆圆的脸上写满了活
力。爸爸妈妈虽偶有争执，但从不大发
脾气。一切都挺好！

现在呢？
姐姐拥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实体小

店，生意虽不火爆，但乐在其中。她每天
晚上都会去健身房，为自己的身材努
力。她的朋友圈里，有一段视频让我印
象深刻：姐姐戴着耳机，听着音乐，在跑
步机上奔跑，可爱的圆脸上挂满了汗珠，
汗水浸湿了衣服。但她神色坚定，带着
一种不服输的倔强，似乎在宣誓，完成不
了今天的任务就决不停下！这是我最好
的姐姐。

爸爸随渔船到海上工作了，原本黑
黝黝的皮肤上，似乎又刷了一层黑浆，真
不负那个“黑人吃巧克力会咬到手”的笑

话。但再黑也掩盖不了瘦削的线条和愈
来愈多的皱纹，那双裸露在外的手也更
黑了，深深浅浅的伤口令人心疼。我知
道，他为我们这个家付出了他所能付出
的全部。这是我最好的爸爸！

妈妈是家庭主妇。我一直觉得，妈
妈的手太丑了，因为手掌宽大粗糙，完全
不像一个女人的手。别人的妈妈年轻美
丽，唯独我的妈妈一直那么老气。现在
我懂了，那双手也曾经细腻柔软，但家庭
的重担让她早早失去了美的权利。一到
冬天，这双手更加“面目全非”，一道道口
子裂开，风一吹，伤口会像被鞭子抽打一
般疼痛不已吧。她用这双手守护着我和
姐姐长大。她是我最好的妈妈！

我还是我，似乎没什么多大变化，只
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感觉肩上多了一份
责任感，学习也变得更加紧张了些。学
习上这点困难就想将我压倒？绝不可
能！翻越眼前的山丘，前方还有更高的
山，我会成为最好的我！

现在，一切都挺好！我相信，我们这
个家，未来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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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闲坐，灯火可亲”。瞧，“家”，多么温暖的字眼。对于“家”，
《周报》的小伙伴们似乎有一肚子说不完的话。在2019年12月20日的
那期习作中，我们一起关注了“良好家风家训的传承”，读来，是不是意犹
未尽？新的一年，第一期习作，来吧！让我们一起——“感谢我的家”。本
期分别选用了高中、初中、小学同学的各一篇文章，他们的共同之处是什
么？对了，他们叙述的都是自己的真实体验和真切感悟。高中生范天予笔
下，一大家子“在大事面前”，有条不紊、通力合作、全力照顾奶奶的场景，让
我们不禁为这相亲相爱的一家人点赞！“日子在父母的劳作中飞快流逝，
虽然生活也有酸甜苦辣，但爸爸妈妈的欢声笑语时时回荡在我身边”，
多么幸福的家庭。小学生龚新航在勤劳的爸妈影响下，一定会“幸福
永远”。初中生东婧的一句“一切都挺好”，让我们看到了家里的
每个成员都在为了美好生活而努力。“生活之树常青”，同学们

的笔下，内容真实，就能反映生活；体验真切，就能写好细
节；感情真挚，就能感动读者。我很喜欢，你呢？

——你的朋友 高 丹

江苏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管 关心下一代周报社出版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富富强强 民民主主 文文明明 和和谐谐
自自由由 平平等等 公公正正 法法治治
爱爱国国 敬敬业业 诚诚信信 友友善善

2020年1月3日 星期五

国内统一刊号 CN32-0020 第1期 总第1290期

江苏少年网 WWW.YCW.COM.CN

每 一论

责任编辑：邓 园 美编：于 寒
邮箱：zbzhyw@163.com 电话：025-86261721

“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我也曾平服了塞北西东
……”身着彩绣戏服、面勾老生脸谱，南通市城中小学
京剧社里，四（6）班王唯鑑为小伙伴们带来了一个又一
个精彩的表演。别看王唯鑑只有10岁，舞台上的他已
然一派“专业范”。

4岁时，电视里京剧演员字正腔圆、行云流水的表
演，给王唯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此与京剧结缘。京
剧表演需要扎实的基本功，踢腿、压腿、走虎跳、跑圆场
必须勤加练习，唱腔、念白、云手、转睛更得认真打磨。
学习中，他认真记下每个重点：小伙伴们休息时，他会
跑到老师面前唱几句请老师点评；回到家后，又对着镜
子反复练习动作，并录下视频发给老师，请求指点。“最
难的要数练眼神了，京剧演员要通过眼睛让观众了解
他们的内心活动。”为了练好眼神，王唯鑑搜寻了许多
小方法：观察别人神情、用眼睛数天上飞过的小鸟等，

“梅兰芳先生就曾养鸽子练眼神，我也要抓住生活中的
一切机会练习。”

记得刚学京剧时，王唯鑑还不识字，妈妈唱一句
他跟着唱一句，一个小唱段要学一星期；表演的头套
勒得太紧，常常会有头晕的状况，但他从不喊苦喊累
……凭借自己的刻苦练习，王唯鑑先后获得了“梅兰
芳华”少儿京剧大赛总决赛“儿童组”银奖、第七届

“和平杯”京剧小票友邀请赛一等奖等荣誉，去年 6月
又获得了“新时代江苏好少年”称号。虽然在普及京
剧知识时，大多数小伙伴会认真听，但一看到王唯鑑
穿上老生装扮进行表演，大家还是会忍不住偷偷地
笑，“一开始我很难过，但在妈妈的开导下我明白，他
们因为不了解京剧的美才会这样。今后我会走进更
多的社区，登上更广阔的舞台，让大家更加了解京
剧、热爱京剧。”

小“老生”的京剧梦京剧梦京剧梦京剧梦京剧梦京剧梦京剧梦京剧梦京剧梦京剧梦京剧梦京剧梦京剧梦京剧梦京剧梦京剧梦京剧梦京剧梦京剧梦京剧梦京剧梦京剧梦京剧梦京剧梦京剧梦京剧梦京剧梦京剧梦京剧梦京剧梦京剧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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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高”扬新风

岁末年初，徐州贾汪马庄村已经飘出了
年味儿。2017 年 12 月 12 日，十九大之后，
习爷爷的首站考察就选择了这里。如今，马
庄村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民俗文化旅游村，文
化礼堂里常年为游客们演出节目，王秀英奶
奶的香包也走向了全国。

2019年 11月 20日，潘安湖小学少先队
员们寻访了新时代楷模——马庄村老书记
孟庆喜，孟爷爷给同学们讲了习爷爷来过之
后，马庄村这些年的发展变化。“总书记‘也

捧捧场’的香包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
小香包做成了富民的大产业。马庄村有
300余人做香包，人均月收入3000元左右。”
潘安湖小学六（3）班孟筱雅是马庄村人，她
说：“同学们都很羡慕我是马庄人，今年我要
跟王奶奶学做香包，做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小传承人。”

潘安湖小学六（3）班管倩晗是马庄农民
乐团合唱队的成员，她参与过许多次演出活
动，“我们这里平时有广场舞，周末放电影，

百姓“富”有朝气

站在“两个一百年”的交汇点上

送别了装满硕果与喜悦的2019年，迎来了开启壮丽新征程的2020
年，少年朋友们，放眼看，细思量，我们正站在伟大祖国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的交汇点上。今年我们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
百年奋斗目标。明年是建党一百周年，也意味着到建国一百周年时建
成现代化强国新征程即将开启。重任在肩，接力棒在等着我们。

回望来时路，从镇江的鹭岛，到徐州的马庄，再到南通的家纺城，新
江苏“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轮廓正逐渐呈现出
来。这一切最根本的是靠什么？靠党中央的大政方针，靠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我们要成功接过实现中国梦的接力
棒，未来跑出好成绩。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是要听党话、跟党走。
习爷爷说，“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将在广大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
现实”。我们一定要当个优秀的接力奋斗者。

周宪华

新的一年新的一年，，每个人心里都有很多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很多期许。。习爷爷在新年贺词中号召习爷爷在新年贺词中号召
大家大家““只争朝夕只争朝夕，，不负韶华不负韶华””。。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感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感，，让同学让同学
们把自己的新年愿望们把自己的新年愿望，，与家乡建设与家乡建设、、祖国发展紧密联祖国发展紧密联
系在一起系在一起，，不仅放在心里不仅放在心里，，更体现在行动更体现在行动
中中。。一个个愿景汇聚在一起就是一一个个愿景汇聚在一起就是一
幅壮阔的幅壮阔的““强富美高强富美高””的时的时
代画卷代画卷，，一个个小小的一个个小小的
行动凝聚在一起就行动凝聚在一起就
能成为推动时能成为推动时
代巨轮前进的代巨轮前进的
强大力量强大力量。。

狼山周边的南通开发区宛如公园中的
现代化城市。2018年 11月，李克强总理来
到南通纺织业的代表企业罗莱公司视察。
南通家纺产业从农村的小作坊发展成全国
最大的家纺城，这座新城在改革创新中发
展、在绿色发展中蝶变，带动了无数家庭实
现了小康。

走进南通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六
（4）班徐乐怡家，抬眼就能看到徐妈妈和工
友们与李克强爷爷拍的合影。视察时，李
克强爷爷一直嘱咐公司的领导一定要按时
给农民工朋友们发工资，不能亏待他们。
亲切的笑容、温暖的嘱咐让妈妈和工友们
的心暖暖的。徐乐怡说：“从那之后，妈妈
不仅工作更有干劲了，还嘱咐我一定要好
好学习，将来为国家作贡献。”

如果说罗莱家纺是江苏传统产业嬗变
的缩影，那么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就是江
苏新区发展的写照。从爸爸口中，三（8）班
沈一诚了解到，近几年开发区污染企业被

逐一淘汰，越来越多的高新技术产业入驻，
不仅环境得到改善、经济不断增长，居民的
生活也越来越幸福。2013 年，占地面积
50612 平方米，总投资 1.5 亿元的南通市高
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落户开发区。如今，
沈一诚和小伙伴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
质教育。

“家乡在发展，我家也在不断‘升级’。”
五（8）班薛佳欣在一旁补充道。之前薛佳
欣和父母一直住在自建房里，周围没有绿
化，更别提健身设施了。而现在，他们全家
搬到了更宜居的小区里，薛佳欣还拥有了
自己的书房。寒假即将来临，沈一诚一家
早已制定好了旅行计划——去北京看升国
旗仪式。“爸爸他们小时候可没有我这么幸
运，我要好好学习，不辜负这个幸福的好时
代。”沈一诚也立下了小小的志向，“到2035
年，我正青春，希望那时我能成为一名老
师，在教育的岗位上发光发热，为祖国培养
人才。”

礼赞新江苏礼赞新江苏礼赞新江苏 扬帆新征程扬帆新征程扬帆新征程
本报记者 郭 瑞 周 琳 通讯员 徐 燕 沈东妹 张晓霞

“比画更漂亮”的鹭岛家园、“华夏文明一枝花”的马庄村、生态宜居的花园城市……在过去一年的寻访
活动中，同学们发现家乡的水越来越清、天越来越蓝，家乡人脸上的笑容越来越灿烂，“强富美高”新蓝图正

在成为让江苏人获得满满幸福感的现实。习近平爷爷在 2020年新年贺词中说，“2020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一年。我们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2020年也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冲锋号
已经吹响。”新年伊始，同学们聆听习爷爷讲话后，满怀展望和期待，立志将爱家乡爱祖国的热情转化为真学实
干、成长成才的强大动力，珍惜时光，刻苦学习，健康成长，长大后为建设祖国、振兴中华多作贡献。

环境“美”不胜收

红瓦白墙的农家小楼，错落有致地
分布在鹭岛绿洲之上，从润扬大桥上俯看长
江中的世业洲，就像一幅迷人的水彩画。5
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夸赞的“比画更漂亮”的
地方，现在又多了音乐文化村、健身公园、开
心农场……众多游客纷至沓来。

2019年 12月 10日，镇政府为洪家勇等
老人举行 80岁集体祝寿活动，镇江市丹徒
区世业实验学校三（1）班的同学为老人们表
演节目表达祝福，同学们还围在洪爷爷身
边，听他回忆习近平爷爷5年前来世业洲的
情形。王乐轩听得很入神，“洪爷爷说，习近
平总书记很亲切，走进农家跟他坐在一条板
凳上拉家常，总书记关心的都是咱老百姓生
活的事。”谈到身边的变化，王乐轩说：“我们
家改造了旱厕，现在用的是坐便器，干净卫
生又环保。”

世业实验学校六（2）班朱孝妍曾亲眼见
过习爷爷，“当天我正好在卫生院，那时我上

二年级，现场所有人都很激动，习爷爷跟每
个人亲切握手，我的舅爷爷还珍藏着一张跟
习爷爷握手的照片。”朱孝妍听家人们说，现
在家门口的卫生院每周都有市里来的专家
坐诊，设备也很齐全，“去年我腿摔伤，拍的
片子当场就能看到了。”新的一年，朱孝妍立
志好好学习，今后成为一名外科医生，到基
层卫生院工作，让老百姓就近就便接受医疗
服务。

每到周末，六（2）班王心袁都会跟随由
“奶奶”们组成的群众保洁队到绿化带除草；
音乐节期间，她会去现场帮忙捡垃圾；春天，
她在辅导站老师的带领下栽花种树。不久
前的演讲比赛中，六（2）班王心袁的演讲题
目是《我为家乡点赞》，她说：“我希望在新的
一年里，身边有更多的同学，为家乡美化做
点力所能及的事，不辜负习爷爷对家乡的嘱
托和期望。”

上图为世业实验学校同
学们在为世业洲80岁老人
集体祝寿活动中放飞气球。

下图为潘安湖小学同学
们寻访马庄村老书记孟爷爷。

还有农民运动会、丰收节、香包文化节，等
等。咱们庄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非常丰富
多彩。”当年，乐团给马庄带来了名声，带来
了效益，现在更净化着民风乡俗。管倩晗感
受到“邻里和睦”“人心齐”，“村里有志愿服
务队，涌现出一批道德楷模、最美家庭，
连续五年被评为‘全国文明村’。”新的一
年，管倩晗还想多参加点演出，激发起更
多人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豪情。

马庄村外围，过去是坑洼破败的采煤

塌陷区，现在蝶变成湖阔景美、珍禽栖息的
潘安湖湿地公园。去年国庆节前夕，潘安湖
小学的同学们开展了庆祝新中国 70华诞、
寻访家乡潘安湖的活动。“生活在这样的环
境中，我发现人们的素质也提高了，极少有
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的现象发生。”六（1）班
马梦瑶喜爱画画，她曾在徐州市少儿绘画比
赛中获奖，“小时候，我把想象的世界画出
来；现在我生活的地方就很美，我要把画笔
对准家乡的景、家乡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