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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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日 星期五

国内统一刊号 CN32-0020 第25期 总第13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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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部边远地区常年活跃着江苏支教教师的身影在西部边远地区常年活跃着江苏支教教师的身影，，““20192019江苏教师年度人物江苏教师年度人物””中中，，有连续有连续
1010年助学藏族娃的知心姐姐尤苑年助学藏族娃的知心姐姐尤苑，，有把爱带向远方的汉族有把爱带向远方的汉族““妈妈妈妈””缪蔚锦缪蔚锦，，还有被云南少数民还有被云南少数民
族孩子们亲热地称为族孩子们亲热地称为““江苏舅舅江苏舅舅””的海安支教教师群体……他们秉持育人初心的海安支教教师群体……他们秉持育人初心，，怀揣兴教梦想怀揣兴教梦想，，
将爱和知识播撒到千里之外将爱和知识播撒到千里之外，，让希望让希望
的花朵在高原雪海的花朵在高原雪海、、在西南边在西南边
陲绚烂绽放陲绚烂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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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清晨 6点，唐义凯老师便“驻守”在宁蒗民族
中学高三海安2班的教室里，等待着学生们。“去年8月
刚来时，由于高原反应，上课时讲话都需要中途歇一
歇，但高三的教学分秒必争，很快我就适应了。”

唐老师是第十批来到宁蒗支教的海安教师。1988
年，35名海安教师跨越千山万水，来到云南宁蒗彝族
自治县，在全国开创了群体支教扶贫的先河。32 年
来，先后10批近300位海安教师来到宁蒗，他们把人生
最灿烂的年华留在了大山深处。

1988年夏天，海安老师们来到宁蒗的当天晚上，
山洪引发的泥石流倾泻而下，冲进老师们临时居住的
木板房。首任宁海中学校长梅德润号召支教老师们手
挖肩挑，用了一星期才清除完校园内积下的一尺多厚
的泥浆。

第二轮带队去宁蒗民族中学支教的徐广福副校长
说：“缺水缺电等尚在其次，山里娃的学习基础更让老

尤苑：
把江南暖流送到高原雪海

暑假临近，苏州市相城区黄桥实验小
学“尤苑好人工作室”的公益探访团筹集了大

笔资金和物资，准备 7 月底出发前往青海玉
树。遗憾的是，今年尤老师不能去了，由于多年

在高海拔地区活动，她的肺部被查出病变，最近刚
做完手术。虽然不能亲自去，但她一直牵挂着那里的孩

子，与探访团商议着筹备工作，盼望着身体康复后能再去玉树。
尤老师与藏族娃结下不解之缘，源于2010年网络上一封关于

青海玉树学校“缺师少教”的求助帖和随后发生在玉树的大地震。
她了解到每年五六月是藏区孩子的虫草假，他们跟随父母一起上山
挖虫草。当年7月，尤老师第一次踏上了去往玉树的支教之路。

尽管去之前做足各种准备，但遇到的困难还是让人猝不及
防。先是遭遇一次车祸，紧接着又是强烈的高原反应，更让她瞠

目结舌的是这里简陋的教学和生活条件，“没有一件像样的
教具，十几天才能洗一次澡。但既然来了，为什么不做出

点改变呢？”孩子们清澈的眼神给了她坚持下去的勇气，她
默默许下了承诺：“今后每年暑假都要来。”

在那里，尤老师给孩子们讲述外面的世界，带他们开展趣
味活动；她还为玉树州 30多所学校的女生们上“护花课”，普
及生理卫生知识；帮助小“格桑花”们走出大山看世界，与苏州
同龄人结伴。当得知许多孩子因家庭贫困面临辍学，第一年

她就资助了 3 个孩子。
10 年下来，她共捐
出10多万元，帮助
10多名孩子重返
校园。

尤 老 师 的
爱心之举带动了
许多人。为了给
藏族孩子募集毛

毯，她策划的暖冬
计划得到了上万名

苏 州 市 民 的 响 应 。
去年，尤老师荣获了

共青团中央 2019 年“全
国向上向善好青年”扶贫
助困好青年荣誉称号。

缪蔚锦：
用爱点亮每一个孩子的梦

2008年，常州市西横街小学语文教师缪蔚锦主动
报名参加“千课万人支援农村教育”活动，来到盐城市
大丰区南阳镇中心小学支教。虽然做了充分的思想准
备，但晚上回到宿舍，看见墙壁和天花板爬满各类虫子
时，缪蔚锦还是有些紧张。“当时害怕极了，但既然来了
就要把课上好。”第二天，她找来消毒液与虫子做斗
争。生活艰苦、教学条件简陋，都没有磨灭她对教学的
热爱。做好书本教学的同时，缪蔚锦还开展各类活动，
让同学们学习用脚丈量距离、走进超市调查月饼的品
种……同学们在一次次实践活动中变得更加自信与独
立。

大丰支教的经历，让她对教育有了更深层次的认
识，“老师会影响一个孩子、一个家庭甚至几代人。所
以我们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做孩子成长的导师。”在
青海支教时，缪蔚锦在教育孩子时倾注了满满的母爱，

“我教的 30名孩子都是游牧民族孤儿，所以我不仅教
书，还带着他们运动，帮他们洗衣服、做饭。那里的孩
子都不喊我老师，而叫我‘华吉妈妈’。”华吉在藏语里
代表吉祥如意。从2015年暑假开始，每年的青海之约
成了她心中的寄托。受疫情影响，藏地孩子都十分担
心今年暑假无法与“华吉妈妈”见面，但缪蔚锦表示只
要条件允许一定赴约。她说：“我愿自己这一根小小的
蜡烛，能照亮青藏雪域高原孩子心中的梦想，也愿更多
人与我一起为藏汉两地的交流而‘燃烧’。”

海安支教教师群体：
宁蒗孩子的“江苏舅舅”

师揪心。”
徐广福教化学，
他将班里完全没有化学
基础的孩子邀请到居住的“江
苏院”，自己“戒掉”了午休习惯，全用来为孩子们
补课。这打动了宁蒗孩子，孩子们也以“陡增”的
分数和更积极的学习态度回报了徐广福。

第九轮支教教师徐爱辉通过微信朋友圈集资
18万元，设立奖学金，帮助贫困学生解决学习和
生活困难。学生英语听力差，石朗俊老师倡导成
立爱心服务队，多方筹集资金为高三学生配备
Mp3……“海安班”老师还到民中初中部、贝尔初
中和蒗渠初中做中考复习指导，集体资助民族小
学5名贫困学生。

“宁蒗学生以彝族和摩梭族居多，家族中常以
舅舅为尊。家长常说，我们海安老师就是孩子们
的‘江苏舅舅’，带领孩子们改变命运！”参加过第
一轮、第二轮支教的唐家仁老师说。

从第一轮到第十轮，30 多年来，海安老师们
勇于拼搏、悉心育人，不仅引领着宁蒗孩子走出大
山，也为民族团结做出了重要贡献。

千山万水隔不断老师们的爱心，艰难险阻挡
不住支教的步伐。老师们用大爱之举书写着扶贫
扶志、兴教强国的时代担当。

右上图为缪蔚锦在阳光下为青藏高原孩子们
上课。

右下图为海安支教老师和宁蒗当地老师交流。
左下图为尤苑老师和她资助的藏族娃在一

起。

藏族娃娃的“知心姐姐”“华吉妈妈”，云南彝族和摩梭族娃娃的
“江苏舅舅”们，他们离开的是富饶江苏的鱼米之乡，支教奔赴的是边
陲深山、高原雪海。他们捧出的是满腔爱国热忱，呵护的是祖国大家
庭民族同胞的子弟。他们奉献出的是全部的自己，托举起的是担当
祖国未来的远方孩子们。怎样立志、怎样做人，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榜
样。

被兄弟民族娃娃们称为“知心姐姐”“华吉妈妈”“江苏舅舅”的支
教老师们，我们江苏少年儿童同样仰慕你们。我们要对你们说，今天
我们仰慕你们，长大后我们就将会成为你们。也许长大后不一定都
和你们一样在教师岗位上，但我们将永远传承、弘扬你们的精神。为
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锦绣，我们将会像你们一样“春蚕到死丝方尽”；
为了祖国大家庭的灿烂辉煌，我们将会“蜡炬成灰心也甘”。

长大后，我们就会成为你们
周毅之

前不久，江苏省淮安小学四（9）班的徐泽鹏收到了
一封湖北省红安县熊河联校四年级许凯誉写来的感谢
信。许凯誉在信中写道：“得知你们为我们捐赠了许多
书籍，我别提多高兴、多激动了。请让我再次对你们说
声谢谢！”

徐泽鹏是个小书迷，平时酷爱读书。在电视新闻
里，他了解到湖北山区的同龄人因为疫情遇到了困难，

“很多山区的同学家里没什么课外书，呆在家里除了上
网课、写作业外就是看电视，那多无聊啊！”徐泽鹏决定
用自己的零花钱给山区的小伙伴们买一些图书，让他们
的宅家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徐泽鹏根据自己的读书经验定制书单：“《居里夫人
的故事》《小桔灯》，还有《小王子》，这些书我都看过，希
望山区的小朋友也能喜欢。”徐泽鹏和通过网络结识的
小伙伴江苏省建湖实验小学四年级学生陈梓宁共同为
湖北的小朋友挑选了价值 4000 元的图书，于今年“六
一”节前寄往熊河联校。收到回信后，徐泽鹏说：“这只
是我的一点小心意，能对湖北的小朋友有些帮助，我感
到非常高兴。”

在感谢信中，许凯誉不仅表达了对徐泽鹏、陈梓宁
两位同学的谢意，还热情地介绍了自己的家乡、自己的
学校，并盛情邀请两位同学疫情过后到湖北去玩。读着
来信，徐泽鹏的心像插上了翅膀，飞向了湖北。他特意
录制了一段视频，视频里，徐泽鹏分享了自己的读书心
得，并祝愿湖北的小朋友们早日战胜疫情，健健康康地
回到校园。视频通过微信发给了熊河联校的老师，并在

“六一”儿童节那天在学校的网课中播放。徐泽鹏对千
里之外的山区小伙伴说：“‘六一’节到了，这是我们自己
的节日，让我们在祖国的怀抱里一起欢歌、一起读书、一
起成长。”今年“六一”，徐泽鹏、陈梓宁两位同学被湖北
省红安县熊河联校授予“爱心小少年”荣誉称号。

“爱心小少年”赠书湖北小伙伴
本报记者 李 彤 通讯员 唐 杰

自本期出版后，本报将短期休刊。9月4日
起恢复正常出版。

敬告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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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娃练笔

芦 荟
昆山国际学校

三（3）班 郑语琪
指导老师 陈 丽

“学霸”爸爸
丹阳市运河中心小学
三（1）班 葛天歌
指导老师 白春媛

“今天是6月11日，农历四
月二十日，天气晴，下面为您播
报早间新闻。”每天我都是被这
样的声音叫醒的，它比闹钟还
准时。这是爸爸的手机在播报
新闻。

我的爸爸爱听新闻、爱学
习，还是个“万事通”。家里的
书柜里的书一半是我的，一半
是爸爸的。他工作结束后就会
看书学习，而且经常学到很晚。

从小到大我的脑袋里就有
很多“十万个为什么”，爸爸总
是能一一解答。小时候我问爸
爸：“变色龙为什么会变色？”爸
爸说：“变色龙皮肤中其实有红
黄蓝三种色素细胞。当它受到
刺激时，身体会和附近的颜色
一致，就发生了变色。”

爸爸睡前会和我讲一些物
理知识，由此我知道了声音是
靠空气来传播的，物质的状态
有固态、液态和气态，力是改变
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

在我家的书房里挂着世界
地图和中国地图，爸爸有空的
时候会拿着小棒，告诉我城市
的名称并介绍各地的习俗。

我崇拜我的爸爸。在我的
人生道路上，爸爸就像一颗闪
耀的星星为我指引道路。

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
去阳台给花浇水。阳台那儿有
很多花，有的亭亭玉立，有的含
苞待放，我最喜欢的是小角落
里不起眼的芦荟，喜欢它那翠
绿的颜色和优美的姿势。只见
芦荟的叶子一片一片地舒展开
来，叶子的边缘还有锯齿，看着
就觉得很尖锐，更别说摸了。
从根往上是由深绿色到嫩绿
色，上面还有一些雪白的小斑
点，真是美极了。

芦荟有较强的抗旱能力，
就算离开土几个月后，芦荟都
不会死。芦荟胶具有杀菌消
炎、增强皮肤免疫的功能。夏
天，我和妹妹被蚊子叮了，妈妈
会用芦荟给我们涂抹。芦荟真
是个天然的药材啊！

我要好好地照料芦荟，让
它茁壮地成长。

最近，我们开始选班服的颜色和款式，
准备拍毕业照。看着老师们的笑脸，我忽
然觉得那么亲切！小学六年的点点滴滴，
仿佛电影一般在脑海回放。我依稀嗅到了
记忆的芬芳，看到那个小小的自己走进一
年级教室，看到老师俯身教我一笔一划地
写字……

老师，我们是您最后一届学生了，我们
毕业，您也退休了。45 个天真活泼的孩
子，给您惹了多少麻烦：那次体育课，我和
小跳同学比赛跑步，结果小跳不小心摔倒，
扭伤了脚踝，您二话不说，背起他就往医务
室跑；晓宇和小飞因为争执，抓破了脸；“捣
蛋鬼”家昊，下楼梯磕破了下巴……一桩
桩，一幕幕，真是让您操碎了心。

那天，我无意间听到您在跟医生打电
话，您说自己常常失眠头晕，睡不着觉。其
实，您半年前就到了退休年龄，可是您却向
学校申请，再多给您点时间，把我们带到毕
业。我们都放学了，您办公室的灯还亮着，
那些作业写得慢的同学，还在您办公室里，
您耐心辅导，帮他们订正作业……

那天，你对我说：如果这学期我学习进
步，一定会给我一个惊喜！我问您是什么
惊喜，您笑着说：“一定是你最喜欢的！”从
那天开始，在我想偷懒时，在我不好好写字
时，在我想做小动作时，您的话就会跳到我
的面前提醒我：坚持下去，别放弃！

从此，我写作业变得认真了，一笔一
划，每次作业都会得一个闪亮的“优”！您
夸我读书的声音最好听，我更加自信了！
同学有困难，我尽己所能，给他们送去帮
助；下课了，我安静地坐在图书角看书；在
上海古诗词大赛中取得了二等奖，我被《晚
安故事》选为小小播音员，还在德艺双馨朗
诵比赛中拿到了金牌……

那天，您终于告诉我：我可以参加学校
的车模社团了！这份惊喜让我意外！参加
车模社团是男孩子们的梦想，但是名额有
限，我高兴得跳了起来！您说：“聪明的孩
子更应该有聪明的学习态度。”

温暖的阳光抚摸着安静的校园，往事
历历，别情依依。老师，再见了！您的恩情
像绵绵的细雨，滋润着我们成长……

我 有 巧 巧 手

“本次列车已到站，你们远走高飞，我原路返
回。”

听到这句话时，我像是被什么击中了心灵。
终于，我们也要毕业了吗？不！我舍不得！

我舍不得，曾挥洒汗水的三班！永远不会忘
记，英语人机对话考试前夕，同学之间的互帮互
助。多少同学为了提神，主动申请站着大声朗
读。永远不会忘记，期末考试时，个个埋首书海，
任凭豆大的汗珠滚落，生怕遗漏一个知识点，教室
里只有沙沙的书写声。累了，也只是揉揉眼，洗把
脸，然后继续冲刺题海。仰首，黑板上醒目的“距
离中考仅剩 20天”，总能在我们士气受挫迷惘之
际，像一记神掌般鞭策着我们，鼓舞着我们。

我舍不得，我们的老班！曾记得表面严厉的
她，在临考之际，轻抚我们的发尖，鼓励道：“要加

油呀。”曾记得初二生物、地理会考，是她谆谆教
诲，让我们重拾信心，奋战逆袭。曾记得她因为我
们的顽皮偷偷抹过眼泪，而后又悄悄为我们扫地，
为的是让我们再多看一会儿书。阳光下，她的华
发熠熠生辉，我知道，是我们的不省心编织起了它
们。

我舍不得，我的朋友们！数不清多少次，一起
在操场上奔跑，畅谈未来；数不清多少次，偷偷在
上课时抓起一把辣条往嘴里塞，再火速抹净嘴角，
一说话就全露了馅；数不清多少次，上黑板做例
题，急得满头大汗，身后传来小声的提醒；数不清
多少次，我们默契地哄堂大笑……

最后一次，坐在熟悉的教室里；最后一次，抱
怨着小山般的作业；最后一次，一起放声大笑，慨
叹青春梦想……难舍，毕业！！！

毕业毕业毕业毕业毕业毕业毕业毕业毕业毕业毕业毕业毕业毕业毕业毕业毕业毕业毕业毕业毕业毕业毕业毕业毕业毕业毕业毕业毕业毕业毕业毕业！！！！！！！！！！！！！！！！！！！！！！！！！！！！！！！！ 海安市角斜镇角斜初中海安市角斜镇角斜初中
九九（（33））班班 许许 楠楠
指导老师指导老师 徐相斌徐相斌

难舍难舍难舍难舍难舍难舍难舍难舍难舍难舍难舍难舍难舍难舍难舍难舍难舍难舍难舍难舍难舍难舍难舍难舍难舍难舍难舍难舍难舍难舍难舍难舍，，，，，，，，，，，，，，，，，，，，，，，，，，，，，，，，

据说，世界上有两种“角色”会
趴窗户，一种是壁虎，一种是班主
任。她——我们的班主任解老师，
也不例外。

解老师留着清爽的短发，眼睛
笑起来会眯成一条缝，她的声音纤
细动听，衣着朴素大方。

下课了，终于可以尽情玩耍啦，
我得去找三五好友。正聊得酣畅淋
漓，不知谁大喊一声：“嘘！老师在
窗外！”我急忙用眼睛往后窗扫射，
只见解老师正默默地趴在窗外，身
后明亮的阳光，把她衬托得格外高
大，镜片后的眼睛正像雷达一样搜
寻着班上的每位同学，当然，也包括
我。突然，全班安静了下来，我立即
低着头，灰溜溜地逃回到座位。等
全班整齐地坐在位置上后，解老师
才一脸严肃地背着手走进教室，说

道：“接下来，我要来宣布一
下课间的规章制度……”

还有一次，正值热闹
的下课，一位调皮的同学

想搞个恶作剧，对着空荡荡的后窗
喊道：“嘘！解老师来啦！解老师在
窗外！”不等话落，全班以迅雷不及
掩耳之势，飞奔回座位，再往后窗一
瞧，连个人影儿都没有。大家都跑
去责怪那个同学。

谁知，解老师搞突然袭击，循声
而来，趁其不备说道：“同学们是在
叫——我——吗？那好，我们来上
语文课吧！”同学们灰着脸回到座
位。在大家仰天长啸的嘻笑中，精
彩的语文课开始了。

“嘘，老师在窗外！”这句话我们
说了三年，特别动听；解老师也盯了
我们三年，倍感温馨。从那年的落
叶纷飞，到如今的盛夏骄阳，这句话
我们还能说多久呢？光阴荏苒，小
学校园印下了我们童年的脚步，也
印证了师生间深厚的情谊。

恩师桃李满天下，何用“窗”前
更种花？解老师，感谢您在窗外的
守候，愿我们曲终人不散，您在窗
外，更在我们的心尖上！

无锡市安镇实验小学六（6）班 周妍锦
指导老师 沈亚娟

垃圾分一分 地球美十分
（儿童画）

“嘿，猫仔（昵称）！帮我签下名，然后传给
下一位。”夏日的午后，太阳炙烤着大地，窗外不
时传来几声蝉鸣，此时的教室，一份份同学录正
悄无声息地传递着。

我看着桌上的一沓沓纸，脑海里浮现出和
同学们相处时的点点滴滴，惊奇地发现，无论是
一直要好的朋友，还是甚少交流的同学，亦或是
有过小小不愉快的同学，此时在我的记忆中，都
只剩下了美好。

我提起笔却又轻轻放下，明明想说的太多
太多，但一拿起笔却又无从下手。或许是和同
学们之前的美好过往太多太多，不知从哪儿写
起吧。环顾四周，同学们有的奋笔疾书，有的托
腮沉思，但脸上的神情却都是认真的。时而有
人似乎想起了什么，会心一笑，然后拿起笔任笔
尖在纸上沙沙作响。

时光时光时光时光时光时光时光时光时光时光时光时光时光时光时光时光时光时光时光时光时光时光时光时光时光时光时光时光时光时光时光时光
徐州市星光小学六徐州市星光小学六（（11））班班 宗熙昀宗熙昀

指导老师指导老师 张张 雯雯

苏州市吴中区
碧波实验小学
枫津校区

六（6）班 杜苏航
指导老师 汪 琴

花季雨季

语语 丝丝

常州市清潭实验小学常州市清潭实验小学
六六（（55））班班 郑宇希郑宇希
指导老师指导老师 解鸣虹解鸣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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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小学毕业的人生路口，我最舍不得的是您，

苹果老师。四年级，我印象最深的是写作《老爸第一
次学吹箫》，您教我：“语言不能拖泥带水，要短小精
炼，还要写出第一次吹箫的特点。”伴随着你那清新
而富有磁性的嗓音，伴随着您那灵动的笑容，从那时
起，我有点开始懂得写作了。您是我的启蒙老师，为
我打开了学写作文的大门。五年级，您为了让我们
心向阳光，举行了自信树活动。我们兴致勃勃地准
备着送给同学的自信叶。第二天，一张张鲜艳的自
信叶，一张张异常兴奋的脸庞。翻开您赠给我的自
信叶，上面写道：“能让大家带去快乐的你，才是真正
的家乐。”这句话何其珍贵，我恍然大悟：我要谦虚地
成长，努力散发出魅力。您画的那只苹果，笑得那么
明媚，让我的心变得阳光，也让我有了成长的自信。
苹果老师！我会牢记您的师恩，直到永远……

选自《苹果老师，我永远爱您》
江阴市实验小学六（7）班 顾家乐

指导老师 费杏英

我望向窗外，操场上有过我们奔跑的身影，
彰显着我们的青春活力；紫薇楼下的小凉亭上
缠绕的绿蔓，留下了我们的欢声笑语，记载着我
们童年的无忧无虑。

我收回的目光落在了路边的丁香花上，淡
紫的花儿还是如往年一样绚烂无比，树荫下几
个学弟学妹正在嬉戏打闹，这些曾经属于我们
的领地，终将成为回忆。

还记得过往每逢毕业季，我们总是望着窗
外拍毕业照的学哥学姐，眼里满是羡慕，那时总
盼着要是毕业的是我们多好，可以拥有一个漫
长而没有任何作业的假期。转眼间，怎么就到
了我们毕业的这一年？楼上的学弟学妹们，一
定也像曾经的我们那样，羡慕嫉妒地看着吧，而
我们又多想回到学弟学妹的时光。

教室里笔尖依旧沙沙作响，我多想把时光
定格，再听老师说一次：“答题器按好OK键，咱
们下节课再见……”

多想定格多想定格多想定格多想定格多想定格多想定格多想定格多想定格多想定格多想定格多想定格多想定格多想定格多想定格多想定格多想定格多想定格多想定格多想定格多想定格多想定格多想定格多想定格多想定格多想定格多想定格多想定格多想定格多想定格多想定格多想定格多想定格

我无法忘记，军训脚受伤后，同学们托蒋老师带
给我的信件，上面有大家亲手写的祝福——感动！
我无法忘记，考试考得不好流下眼泪时，那一双双拍
着我后背的手，那几声“没事的，下次肯定能考好”的
安慰——致谢！我无法忘记，在我忘记带东西时，那
一个个为我提供帮助而会心的一笑——开心！我更
无法忘记，运动会上，几个受伤的同学忍着自身的伤
痛，拼搏坚持，挥汗如雨。场下同学更是群情激昂，
声嘶力竭，为场上同学加油，大家一个个涨红着脸来
回穿梭。在Cici生日时，我们早早筹备，在她进班的
瞬间，大喊道：“Cici，生日快乐！”她被我们感动得流
下了眼泪。听说数学李老师身体不好时，大家都流
露出担心的神情，因为我们知道，李老师对我们很负
责……一点一滴的回忆如电影一般浮现出来，萦绕
在我心间，挥之不去，我为身处六二班而感到幸福。

选自《幸福的六二班》
昆山市玉峰实验学校六（2）班 马荟淼

指导老师 蒋丽萍

难难难

忘忘忘

七彩童年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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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说毕
业遥遥无期，转眼
就各奔东西……”这个
夏天，我们毕业了！小编
特别感谢每一位参与本期
主题的毕业班的同学，复习迎
考紧张而又关键的时刻，你们
还能如此积极，真让小编感动。

“特别毕业季”“我们毕业了”，关
于“毕业”这个话题接连策划了两
期，你满意吗？这里分享的是同
学们的毕业故事，有那么点伤感，
更多的是同学情、师生情，暖人
心。文章写得真好，都很精彩。
我想，一定会给你的母校、老师和
同学们，留下一份特别的回忆，值

得珍藏！小编愿毕业班的同学们积极备战迎考，考取理想的学校！
祝你们扬帆远航，迎风前进！

这个学期确实有点点短，这不，转眼，小编也得和我亲
爱的小伙伴们说再见啦！相约新学期——那时，我们

一起迎接全面小康，描绘多彩人生，期待明天更
精彩！ ——你的朋友 高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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