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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化在我身边
研究敦煌舞蹈、天气，开展主题知识游园打卡活动……

同学们在活动中感受中华辉煌历史文化遗产的魅力。
两年前，敦煌中队的同学们就通过研究敦煌壁画、雕

塑、舞蹈等走进敦煌这座艺术宝库，并将研究成果集中展现
在一幅 4米长的卷轴上。让五（7）班任可印象最深的要数
壁画《反弹琵琶》了，画中舞者左手高高举起琵琶并反背于
身后，右手转向背后弹拨，边弹边舞，衣袂飘飘仿若仙子下
凡。美妙的舞姿让任可“怦然心动”，学习舞蹈时，她毫不犹
豫地选择了民族舞，希望自己能跳出富有东方韵味的舞姿。

卷轴上部是敦煌的气候，中间穿插敦煌的雕塑、壁画等
代表作，下部是敦煌的佛教流变史，并记录与敦煌相关的诗
词和人文故事。研究完成后，大家把卷轴小心翼翼地收进
柜子里，生怕弄坏。“但学习完习爷爷考察敦煌的讲话后，我
们决定在学校里展示这幅卷轴，让更多同学感受敦煌的美，
唤醒小伙伴们保护文物的意识。”五（7）班庄珺璨说，以后他
们会开展更多文物保护的小研究，倡导科学地保护历史文
化遗产。

在局前街小学教育集团华润小学举行的“一带一路”主
题知识游园打卡活动中，六（4）班周宜臻了解到莫高窟地处
丝绸之路战略要点，它不仅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也是中
外宗教、文化和知识的交汇处。这让周宜臻理解了，为什么
习爷爷说敦煌文化是各种文明长期交流融汇的结晶，“它展
现了我们中华文化的自信与包容。现在丝绸之路经济带越
走越远，希望在中外文化的互鉴交流中能产生更多‘宝
藏’。”

只有更好地保护才能让艺术瑰宝永久地流传下去，同
学们不仅向身边人宣传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走进城市
博物馆弘扬城市文化，还计划学习梳篦、泥塑等身边的非
遗，争当小小非遗传承人。

“习爷爷说把莫高窟保护好，把敦煌文化传承好，是中
华民族为世界文明进步应负的责任。”周宜臻觉得作为一名
小学生，首先要多了解这些文物的意义和价值，多学习文物
保护的相关知识。无论是去淹城遗址还是南京博物院，他
都会认真记录文物信息，回到学校后与同学们分享，号召大
家一起学习、保护历史文化遗产。

在任可看来，敦煌等文化遗产是一张沉甸甸的名片，代
表着中华民族的形象与内涵，“我们只有保护好这张特殊的
名片，才能让别人更好地了解我们。”每到节假日，她都会向
家里的亲戚们宣传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号召他们
爱护文化遗产，文明旅游。

仇艺烨则走进常州博物馆，成为一名小小讲解员。精
美的文物“玉琮”、先秦时期的“季札”……古老常州的神秘
气息一下子吸引住了她，让她为家乡优秀传统文化感到骄
傲的同时，思考怎样进一步传承。“金坛刻纸、乱针绣、留青
竹刻、梳篦都是我们常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想从现
在开始学习一项非遗，像樊锦诗奶奶那样择一事终一
生，成为一名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人。”

在学校的一次次活动中，“小龙
娃”们从学习敦煌文化，到一步步了
解祖国的丰厚文化遗产，并立下保
护它的决心。“保护文化遗产已经
变成我们的一种本能。”路予帆
说，无论走到哪，“小龙娃”们
都会为保护文化遗产奉上
一己之力！

右上图为 2015
年局小学生代表在
常州博物馆向樊
奶奶献花。

跨越15年的“护遗”情缘
生长在江南水乡的“小龙娃”与千里之外的“敦煌女儿”

樊锦诗奶奶结缘已久。今年的“六一”联欢会上，四（9）班黄
海诺通过朗诵《我心归处是敦煌》将这一缘分娓娓道来。

2004年11月，当年五（3）班的“小龙娃”们学完课文《莫
高窟》后自发捐款保护莫高窟，拉开了学校“护遗”行动的序
幕。2009年再次捐款后，同学们收到了时任敦煌研究院院
长樊锦诗奶奶的亲笔回信，“小龙娃”由此与敦煌的感情更
深了。2011年莫高窟把全国首届文化遗产进校园的活动
首发站放在常州市局前街小学，樊锦诗奶奶还来到局小参
加了主题为“风从敦煌来，情牵龙娃心”的升旗仪式，并为

“小龙娃”题词“传承文明，化育英才”，肯定全体师生在保护
文化遗产方面所做的努力。“从那之后，我们每人每年都会
拿出一元钱，为保护莫高窟和‘护遗’贡献自己的力量。”四
（9）班黄海诺明白这不仅是在参与学校开展的活动，更是在
践行保护中华文化的责任。

虽然近两年没有与樊锦诗奶奶直接互动过，但同学们
一直以各种形式的活动关注敦煌，学习樊奶奶无私奉献
的精神。去年暑假，五（7）班路予帆去了一趟莫高窟，
他为莫高窟宏伟瑰丽的艺术叹为观止，也为 20世纪
初莫高窟因战乱无人保护，导致接连数次大规模文
物流失与损坏而感到痛心。路予帆明白只有国
家强了才能更好地推动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与发扬，“我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刻苦学习
知识，磨练坚强意志，为祖国发展贡献自
己的力量！”

除了感受敦煌文化，同
学们还收获了精神

爱护文化遗产从我做起
樊锦诗奶奶解释敦煌：“敦，大也；煌，盛也。”她扎根大

漠 57年，用自己的一生守护着“一眼千年”的敦煌之美，为
少年朋友们做了榜样。

我们为什么守护敦煌？习近平主席说，敦煌是“世界文
明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敦煌文化展示了中华文化的
文化自信”。守护敦煌之美，就是守护中华文化之美，就是
弘扬“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
信。”

爱国，必爱祖国的文化。自信，必持对民族文化的自
信。以常州市局前街小学敦煌中队活动实践为代表，少年
朋友们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的，“把爱我中华的种子埋入每
个孩子的心灵深处”。护我敦煌，就是爱我中华。这样的实
践，包括对各种文化遗产的守护、理解和传播，都在润
泽着我们的爱国之情，砥砺着我们的爱国之志，践
履着我们的报国之行。

护我敦煌 爱我中华
余 墨

春天种南瓜，夏天种黄瓜，秋天种秋
葵，冬天种萝卜……宜兴市实验小学四（5）

班钱静好掰着手指头介绍道。从一年级起，她
就和爸爸妈妈在市残联的活动中心认领了一块

“爱心农场”，用以帮助残障小伙伴。
虽然“农场”只是规定土地租金用于改善残

障儿童的生活，收获的四季蔬菜归认领人所有，但
钱静好总将大部分蔬果送给残障小伙伴们。播
种、浇水、除草……每次去农场，钱静好都干劲十
足，“我不仅认识了许多作物，还体会到劳动的快
乐。”播种后，钱静好每天都关心着种子什么时候发
芽、什么时候结果。黄瓜收获时，钱静好在妈妈的
带领下摘了许多送给附近特殊学校里的小伙伴们。

大家一起做游戏、一起吃黄瓜，看着他们开心的笑容，
钱静好感到非常开心。“妈妈告诉我小伙伴脸上的笑容

就是赠人玫瑰后的‘余香’。”从那之后，钱静好关心的
问题变成残障小伙伴们喜欢吃什么，以及怎样才能种
出更好吃的果蔬。夏天蚊虫多、天气热，在地里忙一
会儿就汗流浃背，但她从不抱怨，“能看到小伙伴们开
心的笑容，流汗、晒黑都是值得的！”

越助人，越快乐。去年，钱静好通过妇联与外来
务工人员子女、宜兴紫砂小学二年级小馨“妹妹”结
对，线上视频聊天，线下一起参观博物馆。每次见面
前，钱静好都会拿出自己攒下的零花钱，为“妹妹”准
备文具、书本等小礼物。细心的她每次买礼物前都会
去二年级进行“调研”，看看小学妹们需要哪些东西，

“就拿书来说，因为她认识的字还不多，所以要买带拼
音的读本。”最近，钱静好又开启了新一轮攒钱计划，
希望能在暑假里带着“妹妹”一起去保利大剧院看演
出，共度快乐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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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在“樊锦诗——向您致敬”
主题升旗仪式中，四（3）班仇艺烨和小伙伴

们聆听了樊锦诗奶奶的故事，在她看来樊奶奶最
值得自己学习的精神是57年的坚守和开创“数字敦煌”的

创新。“我要学习樊锦诗奶奶甘于奉献、勇于担当的‘莫高精
神’，面对目标时‘坚守’，遇到困难时‘创新’，努力成为一个
对社会有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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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锦诗奶奶樊锦诗奶奶，，恭喜您获得恭喜您获得‘‘20192019年度感动中国人物年度感动中国人物’’光荣称号……光荣称号……””近日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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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称号的樊锦诗荣誉称号的樊锦诗，，用自己用自己5757年对莫高窟的坚守与热爱年对莫高窟的坚守与热爱，，又一次打动了无数又一次打动了无数
人人。。常州市局前街小学的常州市局前街小学的““小龙娃小龙娃””们也一样倍受鼓舞们也一样倍受鼓舞，，敦煌中队的小伙敦煌中队的小伙

伴们给樊奶奶写去了这封祝贺信伴们给樊奶奶写去了这封祝贺信。。早在早在20042004年年，，““小龙娃小龙娃””们就通过们就通过
捐款与写信等方式与敦煌结下了不解之缘……捐款与写信等方式与敦煌结下了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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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门市能仁小学四（2）班 张逸恬
指导老师 杨纳新

播种希望 （儿童画）

镇江市丹徒实验学校六（2）班 吴亦轩
指导老师 赵明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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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寒假，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也牵动着我们
全家人的心，这场疫情让我好像一下子长大了！

那天，我在电梯里看到一则通知，号召小区居民把多余的口罩、消毒
液等防疫物品捐给物业。我想到，爸爸前几天刚买了两瓶84消毒液，便问
爸爸可不可以送一瓶给物业。爸爸高兴地说：“你的主意太好了！我的女
儿真懂事！”

于是，我和爸爸开始“翻箱倒柜”。我们找出了一瓶消毒液、一盒橡胶
手套、一袋医用口罩，还有两瓶酒精棉球……我把物品摆放整齐，分别装
入袋子里。但东西看起来有点少，爸爸启发我说：“物业的叔叔阿姨们每
天 24小时值班，你可以再送一些吃的东西给他们呀！”我一拍脑门说：
“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还是老爸想得周到！”是呀，保安叔叔每天起

早贪黑地认真巡逻，保洁阿姨每天辛苦地打扫卫生，我毫不犹豫地
把自己最爱吃的薯片、小熊饼干等好多零食也塞进了袋子里

……
爸爸带我来到小区物业办公室，我把东西交到了

物业阿姨手中。阿姨高兴地说：“小姑娘，谢谢你！”
我害羞地摆摆手说：“不用谢，您每天辛苦工

作，为我们维护安全美好的家园，我
应该感谢您才对！”

我被深深我被深深 感动着感动着感动着感动着感动着感动着感动着感动着感动着感动着感动着感动着感动着感动着感动着感动着感动着感动着感动着感动着感动着感动着感动着感动着感动着感动着感动着感动着感动着感动着感动着感动着

泰州实验学校二（5）班 邓心怡
指导老师 李春莲

外公外婆住的是老小区，我从小就在这里长大，
邻居们都很友善，不过大家都有一些奇怪的“爱好”。

三楼的王阿姨人很热心，也比较注重环保。她
平时总喜欢种一些花花草草或是小葱大蒜什么的。
常听她对外婆自豪地说：“家里的葱啊，我从来不用
买。我种了三盆葱，你们大家要是想吃啊，就自己来
摘好了，不用跟我客气！”王阿姨的葱就种在二楼和
三楼之间的楼道平台上，那里就是王阿姨的“小花

园”和“小菜地”。大家每天上上下下，都得穿过王阿
姨的“自留地”。

住在六楼的陈大伯，手非常巧，木工、水电、泥瓦
匠，样样精通。这不，从五楼往上的楼梯口的那个大
铁门就是陈大伯自己装的。晚上在小公园遛弯时，
陈大伯总是得意洋洋地说：“住在六楼好啊！每天爬
爬楼梯，就当是在锻炼身体。关键是同样的房子，我
家的面积比你们都大！因为五楼往上都是我家的！”
透过五楼楼梯口的大铁门，你总能看到五楼到六楼
的楼梯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杂物：缺胳膊少腿的桌
椅板凳、退了休的自行车、一些废纸箱子和瓶瓶罐罐
……反正每次去陈大伯家，都让我觉得自己像个披
荆斩棘的骑士。

本来这些我也已经习以为常了，也没感觉有什
么大问题。可是有一次，外公买了大沙发，本来想沿
着楼梯从一楼直接抬到四楼去，可是看着堆满杂物
的楼道，只好作罢。最后，我们只好拆了阳台的窗
户，请人用绳子把沙发吊进家里。不仅多花了钱，还
拆坏了窗户，唉，真是让人郁闷啊！

苏州市“331整治火灾隐患”百日专项行动开始
了。小区门口的宣传栏里，突然贴满了各种宣传防
范火灾安全隐患的宣传单，吴门桥社区的工作人员
也挨家挨户地上门来宣传！

这不，王阿姨把她的“小花园”“小菜地”搬到了
自家阳台上；陈大伯亲手拆了大铁门，还清空了杂货
山。从此以后，楼梯上就再也没有堆过东西了！最
近，王阿姨和陈大伯还有了新爱好，他们经常跟着社
区的工作人员，一起去宣传消除火灾安全隐患的重
要性呢！

蓝天，被云雾遮挡。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到处弥漫着紧张的
气息。今年这个春节有点不一样……

爸爸妈妈听说到新区的路即将要封，去爷爷奶奶家的路也
要封。经过一晚上深思熟虑，考虑到相对于城里巴掌大的住宅
楼，乡下的空间更大一点，我们一人提一只箱子，拿着大大小
小的行李，忧心忡忡地开车来到爷爷奶奶家。

乡下的空气果然是比城里清新，我看着碧波荡漾的
麦田，菜地里绿油油的青菜，还有很多我说不上名字的
蔬菜和生机盎然的花草……我在网络上和好朋友们
分享了我的“隔离世界”，很多同学羡慕不已。

我们正为自己的“英明决定”无比得意时，村里
有人疑似得了新冠肺炎。这个消息在整个村子里
炸开了锅！

爷爷奶奶前几日才跟他接触过，这下可不得
了，全家顿时乱成了一锅粥。爸爸不愧是家里的
主心骨，看到我们一个个像失了魂一样，拍了拍我
的肩膀后，安慰着大家：“先别急，现在结果还没出
来。我们能做的就是自我隔离。别怕，会没事
的！”

“对！结果没出来，先别灰心。”爷爷也打起了
精神。妈妈让我早点休息。这一晚上，我的内心无
法平静，之前总觉得新冠病毒离我很遥远，可忽然就
来到了自己身边，无数个可能在我脑海里不断闪过，
害得我翻来覆去，辗转反侧。天终于亮了，已经是 7点
多了。一大早，就看到爷爷坐在椅子上悠闲地喝茶。两
天后，经过再次诊断，那个人被排除了新冠肺炎。我听后长
吁了一口气，全家人的脸上又恢复了笑容……

经过这件事以后，我更加关注新冠疫情，这时更觉得那些
逆行的“战士”很伟大，他们的白大褂仿佛就是一件件战袍，他
们得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走进武汉，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走近
患者啊！看着看着，我被深深地感动着，我的眼睛湿润了……

选自《童年河》

选自《须茂园》

苏州市吴中区长桥中心小学五苏州市吴中区长桥中心小学五（（66））班班 陈昊聪陈昊聪
指导老师指导老师 吴昱霏吴昱霏

感受生活美

选自《莲芽爱上写作》

又是一阵浩浩荡荡的风，从面颊掠过，却带了
份熟稔的气息，似乎是数年之前吹过的那阵风几经
辗转，又重返故土。院门在风里一开一合，像孩子
掰开手指数着风经过的次数。

风陪伴人一生，你需要它时，不需要它时，它都
会出现在你身边。我不知道一场风的寿命有多长，
或许很长，与天地日月共存；又或许很短，短到只能
陪伴一只小虫的一生。风有着自己的目标，自己的
方向，自己的节奏，一心坚定地朝着那个地方前
进。无论远近，都坚定地向前。它的双腿会被麦垛
绊住，它的衣服会被枝条扯住，它的发丝会被顽石
缠住。它撕扯，它哭号，但它从未止步。打头阵的
风消耗了全部气力，后面的风又立刻投入新的征
程。每一阵风都蕴藏了无数的故事，只等待那么一
个随风奔跑的少年去追寻。

在风中呆久了，便也濡染成了风。树成了一场
朝天刮的风，刮得慢极了，能看见那些枝叶挨挨挤

挤地向上涌，都踏出了路，走出了各种声音。人也
成了一场不愿停止的风，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小
股，他们争相向着目标前进，赶超那一股劲风。有
时，会迎面吹来一场风，原先还竞争的几股风立刻
停止内斗，转而同仇敌忾，一番激烈的碰撞之后，只
剩下一场风伤痕累累地匍匐前进，而另一场风则在
大地上沉默，积蓄力量。

若是一个人时时刻刻待在风里的话，你会变得
异常敏锐。只有时刻保持紧绷的神经，才会发现，
除了耳畔呼啸的风声，还有那么多美妙的声音与你
擦肩而过，即使是稍纵即逝。你若是闭上眼睛，可
以仔细感受前一秒的风与此刻吹在身上的风有何
不同，是温柔，还是强劲……

我很羡慕风。随心所欲，天下之大，无所不
至。无论灵魂在何处流浪，风始终在异域飞翔。心
之所向，身之所往。难怪总有人想做风一样的人。

只愿余生，随风前行，亦不迷失本心。

我的妈妈超爱养多肉植物。那是一年夏末，她托人带
了一块“石头”。听她说，这块“石头”蜕过皮，并且已经养了
两三年了！我就不懂了，一块只不过比其它“石头”好看一
点的多肉，怎么就能养个两三年呢？更不可思议的是，妈妈
说：“它们在10月份可能会开花！”

这是真的吗？我不信！“实践是最好的证明。”妈妈将这
块“石头”送给了我。作为养花“菜鸟”的我，真的是丈二和
尚——摸不着头脑。不知从何养起，正想请教妈妈，妈妈只
说了一句：“要有充足的阳光和少许水，更要有耐心。”

阳台是阳光最充足的地方，我在那东张张西望望，可惜
阳台上放满了妈妈的多肉植物！我只好下楼，无意间看到
在这层楼梯间的角落，有一处阳光好的地方。这个地方正
适合这块“石头”，就作为它的领地吧！我小心翼翼地把“石
头”盆放在那儿，等待着它开出奇花。

选自《广文》

转眼 10月份到了，每天放学后，我都细心地观
察。前几天没多大变化，但 3 天没去看它，再见到它
时，出乎我意料的是，它不再是奇怪的“石头”，而是一

个花苞了！你看，在“石头”缝隙间长出了一个小小的花
苞，含苞待放。

从那天起，我早上看一次，晚上也看一次，花苞也从一
开始的花骨朵儿，一点一点绽放光彩。当花朵全部张开时，
我还记得它是黄色的，花瓣细长，这就是石头花！

我如愿以偿地看到了“石头”开花，可惜我还没看过“石
头”蜕皮。妈妈又特地买了新“石头”送给我，这下我就能看
到蜕皮了，这只是时间问题。

妈妈说，生活中，充满着活力与惊喜。“石头”开花就是
一个充满了惊喜和期待的小插曲，为我的生活增添新乐趣！

开花开花开花开花开花开花开花开花开花开花开花开花开花开花开花开花开花开花开花开花开花开花开花开花开花开花开花开花开花开花开花开花

海安市南莫镇中心小学
六（2）班 仇钰敏
指导老师 唐爱华

亲近大自然

选自《徐州培德教育》

徐州市第五中学
高二（3）班 王艺凝
指导老师 周 英

生活智感悟

““石头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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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娃练笔

听 写
苏州市工业园区第二实验
小学三（8）班 朱骊安
指导老师 李雅琴

家乡真美
金湖县吴运铎实验学校

三（3）班 陈培文
指导老师 陈玉瑚

我的家乡是地处江苏省北
部的一个小县城——金湖。这
里风景优美，物产丰富，环境宜
人，有小龙虾、螃蟹、莲藕等许
多美味，还有白马湖、荷花荡、
尧帝古城等美丽的景区。

春天，柳树长出了嫩芽，它
们从枝条妈妈的保护中探出了
小脑袋，好奇地向四周张望。
田野里，花儿五彩缤纷。

夏天，树木郁郁葱葱。荡
里的荷花似一位位亭亭玉立的
小姑娘，湖里的莲藕吃起来又
甜又脆。每当到了夏天，我必
得摘几株莲蓬带回家尝一尝。

秋天，树叶枯黄了。一阵
秋风吹来，落叶好似成群结队
的蝴蝶在空中翩翩起舞。花园
里的菊花千姿百态，有的斜着
脑袋，有的骄傲地昂着头……

冬天，白雪皑皑，大地仿佛
铺上了白色的地毯，踩上去咯
吱咯吱地响，好像一串美妙动
听的音符。

我的家乡真美！

上课了，老师一进教室，放
下书便说：“打开听写本，准备
听写。”话音刚落，同学们便发
出阵阵叹息。上周老师就宣布
从这周起听写要开始用钢笔，
可让我们用钢笔写得又快又好
又准确，这也太难了吧！

一位“黑天使”向我飞了过
来，他皱着眉头叹着气：“唉，用
钢笔必须格外小心，写错了不
容易修改。”另一位“白天使”则
笑眯眯地安慰我：“别慌，你昨
天都已经复习过了，肯定没问
题。要相信自己！”两位“天使”
在我耳边你一言我一语，吵得
我心烦意乱。

就在这时，听写开始了，我
只得定下心来，全神贯注地听，
心无旁骛地写。结束时，我的
手心都攥出了汗。看了一眼整
洁的卷面，我信心满满地交了
上去。

听写本发下来，我小心翼
翼地打开：“哇！全对！太棒
了！”

是的，“白天使”说得对，我
要相信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