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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早，爸爸驱车把
我送到校门口，我才发现
自己没有戴红领巾。我问
爸爸可不可以回家一趟。
爸爸表情严肃，问我可以
向同学借一条吗？看到爸
爸一副气恼的样子，我违
心地点点头：“可以。”

眼看校门离我越来越
近，这可了得，万一被抓
现行，肯定要扣分。没
辙，只好低声下气对身后
的妹妹说：“你挨着我，
走我前面，帮我挡一
下。”患难见真情，她很
愿意配合我。

好巧不巧，今天值班
的人是老班长——萌哥。
我缩着头，像只乌龟似的小
心翼翼地挪了过去。用眼角
的余光一看，今日的他和往
日有些不同，原本是手插口
袋，现在却把手放在身后，
变造型了嘛，老干部的风
范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的
视线渐渐转移到了我这
边，我心里一惊，本以为要
完了，没想到他若无其事地
又把头转了过去，检查另一
边儿了。我顺势像条泥鳅一
样滑进了校门。

萌哥这是假装没看见

啊！别看他脾气火爆，其实
他心里亮堂着呢，扣我的分
就是扣全班的分，一荣俱
荣，一损俱损！

最近萌哥还处于“革职
查办”中，祝他早日官复原
职吧。

老师点评：
“像只乌龟似的”“挪”

“像条泥鳅一样”“滑”，写出
了害怕被抓现行的窘态。“萌
哥这是假装没看见啊！别看
他脾气火爆，其实他心里亮
堂着呢，扣我的分就是扣全
班的分，一荣俱荣，一损俱
损！”说的都是真话、实话，
所以打动人。

评后感言：
给同学“开后门”，校园

里常见的故事，有点狼狈，
有点尴尬，但都是笔下的好
素材。这样的作文，发在

《班级作文周报》上，大家都
爱看。不要把问题捂起来，
写出来，老师才有办法解决。

（指导老师：沈欢欢）

开后门
长安实验小学五（1）班 凌宇轩

阳光在老旧的屋檐上像小
鱼儿般跳来跳去，和门前一排
树影嬉戏。我坐在奶奶家长廊
里的小板凳上晒着太阳，打着
瞌睡，头像小鸡啄米似的一啄
再一啄。

奶奶见我着实无聊，就拿
着一个似书的东西朝我走来，
然后搬了个椅子坐在我旁边，
满脸期待我打开它。

封面经岁月的侵蚀变得蜡
黄，打开，里面竟是一张张排
列整齐、一点褶子都没有的照
片，我指着一张刚出生时被奶
奶抱在怀里的照片，还没说什
么，奶奶的眼角已绽开了花。
她说道：“你呀，就如从花房
子红帐子里出来的白胖子，七
斤二两呢！抱在手里呀，沉甸
甸的，比黄金还宝贵。”我嘟
着小嘴嘟囔道：“我才不是白
胖子呢，我是大美女！貌比西
施貂蝉！嘿嘿！”奶奶笑得嘴
都合不拢了，只能用她厚实温
暖的手摸了摸我的脑袋连声说
好。

我又指着一张手里拿着小
铁锹，站在门前一棵小树苗前
拍的照片。我问道：“奶奶，
你还记得那时候我几岁吗？”
奶奶用手刮了刮我的鼻梁说
道：“当然记得哟，那时候你
还在上幼儿园，大概六岁，老

师布置的植树节作业就是种
棵树，你仔细看，你脸上还
有泥呢！”这种连我仔细看都
不一定能看清楚的细节，成
天戴着老花镜读药类说明书
的奶奶居然能看到，这也许
就是她整天整夜思念我，反
复翻阅这本有我的相册才发
现的吧！

看着另一张照片，我还
记得是小学开学前照的，我
戴着红领巾，敬着礼，甚是
神气啊……我还想往后看，
可惜的是这娓娓动听的故事
就此戛然而止了，再往后
翻，只剩下奶奶无尽的思念
与牵挂。

“孩子啊，常回来看看奶
奶，奶奶这里虽然没有网络，
可是我这里有之前你与我一起
生活的回忆，还有你最喜欢吃
的糖醋排骨呐。”奶奶背着我
偷偷抹去眼角的泪花，嘴里轻
声嘀咕道。

相册是一本无字书，可它
又有着许多字，就算被岁月冲
刷了一遍又一遍，这些字依旧
不会变淡，变糊，变消失。那
些纯美的画面定格在了已逝的
昨天，指尖翻动着相册里泛黄
的照片，满满的是回忆，乱乱
的是思绪。

（指导老师：徐新颖）

相册是一本无字书
盛泽第一中学三（10）班 施加凝

生活中，我们总会遇见
许许多多的人。有些是我们
朝夕相处的人，爱我们、帮
助我们；有些是素未谋面的
陌生人，他们一个小小的举
动会让我们感动，令我们温
暖。那年的寒假，我遇见了
一抹青色……

我清晰地记得，那是两
年前的一个冬日，我和妈妈
来到北京游玩。

北京的冬天格外寒冷，
北风像刀子似的刮在我们的
脸上。狂风肆无忌惮地吹
着，连道路两边的枯枝也吱
吱作响，让人感觉到莫名的
寒意。

我们来到公交车站，眼
前的一幕让我惊呆了：这么
冷的天，竟然还有那么多人
在等车！我不禁打了个寒
颤，又缩了缩脖子。

等了好一会儿，公交车
终于来了。开门的一瞬
间， 我抬头一看：“啊？车
厢里怎么挤满了人？”上车
时，所有的人都一股脑儿往
车厢里钻，我和妈妈被拥挤

的人群硬生生地推上了车。
这时，我的耳边传来一个声
音：“大家都别挤，这儿有
孩子！”循声望去，说话的
是身侧一位穿青色棉袄的大
叔。好不容易站定了，我这
才发现：自己居然没和妈妈
在一块。可是车厢里挤满了
人，我根本挪不动脚步，只
能焦急地站在原地，无助地
望着妈妈。

公交车摇摇晃晃地行驶
着，我也随着车子摇晃的节
奏左右晃动，车厢里时不时
地飘来一股汽油味，我的头
越来越晕，肚子里也开始翻
江倒海，感觉下一刻就要晕
过去了！

突然间，只听“吱”的
一声，公交车遇到红绿灯，
猛地一个急刹车。我毫无准
备，一个踉跄，身子直直地

往前栽去。就在我快要摔倒
的那一刹那，一只粗糙的大
手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用
力往上一拉，我好不容易才
站稳，心噗噗直跳。

回头一看，原来就是刚
才那位穿青色棉袄的大叔。
我这才注意到：他是一个身
材魁梧的中年大叔，脸上有
胡茬，皮肤黝黑，一双眼睛
闪烁着纯朴的光芒。那双粗
糙的大手，似乎在诉说着岁
月的沧桑。

“小朋友，你没事吧？坐
公交车，可得抓稳啦！”他亲
切地说。他脸上的微笑让我
感觉心里像三月的春风拂
过，暖暖的。

之后一路上，我都感觉
到有只大手拎着我双肩包上
的带子，默默地“保护”着
我……我假装不知道，可心
里却早已暖透了。

那个寒冷的冬日，我遇
见了一抹青色，深深地感受
到一个陌生人给我带来的暖
意……

（指导老师：蒋林芳）

遇见
平望实验小学六（5）班沈周宸

在我们的生活中，每时每刻都会
有“遇见”，遇见一个令你难忘的
人，遇见一件不可思议的事，遇见一
个神奇的地方，遇见未来的自己……
而有些“遇见”对一个人来说是最珍
贵、最美好的。

这天，我跟平时一样，在阳光的
沐浴下津津有味地看书。我仰头看向
天空，湛蓝的天空中飘着几朵白云，
有的像小白兔在草地上悠闲地吃草，
有的像几匹骏马在草原上奔跑，有的
像顽皮的小孩在玩游戏，还有的像柔
软的棉花糖……我缓缓地低下头，惊
奇地发现周围的一切都变了：房子都
变成了智能的房子，道路上行车都是
飞起来的，而我正在一个智能公园
里，这里环境优美，空气新鲜，树叶
碧绿，河水静静地流淌着。这里是哪
儿呀？我怎么在这儿呀？一个个问题
从我的脑袋里蹦出来。我不知所措地
看着周围。

这时，我发现一个很面熟的女
子，她坐在公园的长椅上静静地看报
纸。我赶紧跑了过去。咦，她到底是
谁呀？怎么和我长得这么像，只不过
看着比我更成熟一点。我看了一眼报
纸，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现在
竟然是2035年！一个大胆的想法出

现在我的脑中，我穿越到了14年后？
这个女子难道就是未来的我？不知我
长大后有没有完成当初的梦想。我有
好多好多的问题想问她，可是我说的
话那个女子好像都没听见，一点反应
都没有，我尝试着用手去碰碰她，可
是我的手指竟奇迹般地穿过了她的身
体，我难道变成了透明人？

我愣了一会儿，那个女子起身便
要走，我紧跟着她来到了一所高中。
原来未来的我实现了梦想——成了一
位无私的老师。整个下午，我都看着
她讲课、休息、备课。傍晚，她下班
回家了，当然，我也跟着她来到了未
来的家。刚进门，便看见一个男人和
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在迎接那个女子回
家。啊，原来未来我也会有一个温馨
的家庭呀！

突然，我眼前一黑，又回到了现
在。抬头还是那个天空，低头依旧是
未看完的书，回想那段不可思议的旅
程，真是既激动又害怕。

在一个平凡的时间，我穿越到了
未来，遇见了未来的自己，并且知道
了自己未来的生活，我会永远记住这
次难忘的“遇见”，也希望这次“遇
见”成为现实。

（指导老师：林震民）

遇见未来的自己
震泽实验小学五（3）班 范馨媛

小小的眼睛，圆圆的脸，双下
巴，不，多下巴，胖胖的身体，腆着
一个大大的将军肚，两条又粗又短的
腿支撑着他的身子，让人觉得有点
累。他是谁呢？

他常常使我们班的同学哄堂大
笑，就拿最最简单的跳绳来说吧。别
人跳绳时，就像一只灵巧的鸟儿，跳
起来轻松，落下来也没一点声响，只
听见绳子甩在地面上的声音。可他与
众不同，跳绳时，憋红了脸，两只肉
嘟嘟的手用力地甩绳子，身子吃力地
跳起来。每当这时，他肚子上的肉就
一动一动的，好像跳起了舞。不仅如
此，当他落地时，那声音可谓是震天
动地。“咚咚咚”，听得我们小心脏都

颤了，真担心那地儿会被他砸出个坑
来。看着他那笨拙的样子，大家都不
禁哈哈哈地笑起来。可他还是那么认
真努力地跳着，不禁让我联想起一幅
有趣的画面：一只鸡在奋力地挥动翅
膀，想飞起来，可脚却像粘了胶水一
样，怎么也离不开地面。

中午吃饭，他总是最积极的那一
个，第一个冲到餐车前，第一个开始大
吃特吃。你看他，头都不抬一下，前一口
还没咽下去，下一口就已经送到嘴边
了，好像下一秒就有人来把他的饭抢走
似的，真可谓是风卷残云。不过一会儿，
饭呀，菜呀，汤呀，就全被扫进了他的肚
子。当他的餐盆干净得可以当镜子时，
他还向前后左右的同学问：“你还有没
有不要吃的菜，分我一点吧……”我真
不明白，他的肚子是用什么做的，怎么
塞得下那么多东西，简直是个无底洞。
不过，我可知道为什么跳绳时，他的肚
子会跳起舞了。

他就是我的同学。

我的同学
鲈乡实小越秀校区五（1）班 沈化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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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月3日，太平人寿以
“现场+视频”的形式召开2021年
工作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国太平保
险集团2021年工作会议精神，总
结了太平人寿2020年整体经营情
况，并对2021年做出明确规划。
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王思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太平人
寿党委书记、总经理程永红代表公
司经营班子在会上作2020年经营
工作报告。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开
局之年，也是建党100周年，是太

平人寿境内复业20年走向新阶段的承
上启下之年，也是全面推动落实价值
优先、实现价值成长跨越的关键之
年。太平人寿将继续保持和发扬拼搏
进取的精神，稳中求进，以稳为基
础，以进为目标，与时俱进，坚定价
值成长，向着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挺
进。“敬”字当头，始终敬畏寿险经营
的游戏规则；“静”气凝神，始终保持
做正确事的定力；“净”源清流，保持
和营造干事业的好生态，为“十四
五”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吴太平）

太平人寿召开2021年工作会议

本报讯 2月16日，中国太保
寿险借助“伙伴日”活动，启动

“长航行动”。
今年1月中旬，太保寿险对外

发布“长航行动”，提出将“打造
服务体验最佳的寿险公司，做寿险
行业的长期主义者”，力争实现客
户体验最优、价值稳定增长、市场
地位稳固，全面开启高质量发展新
征程。

从高速发展到高质量发展，在
行业新旧动能转换的新周期，代理
人渠道正面临着从粗放型“人海战
术”到精细化绩优团队的转型升
级。在本次“伙伴日”上，中国太
保董事长孔庆伟、中国太保寿险总

经理潘艳红与营销伙伴代表、员工代
表共启“长航行动”，充分表达对营销
队伍的重视与厚望。

潘艳红表示，坚持“长期主义”，
在营销伙伴层面体现为企业与伙伴的

“长期共好”。在新的发展阶段，公司
将以“长航行动”为新引擎，全面推
动“太平洋保险号”巨轮转型续航、
行稳致远。营销伙伴是中国太保寿险
新征程上最重要的同行者、同航人，
希望这支队伍在为公司价值增长贡献
力量的同时，能在新航程中收获客户
的尊重和感谢、个人的成长和成就、
美好生活的富足和幸福、内心的自豪
和骄傲，实现公司发展与个人发展共
赢共好。 （太保寿险）

太保寿险启动“长航行动”

刚刚过去的牛年春节，有一群
身着“太保蓝”的“蓝朋友”，始
终坚守一线岗位，为各位车主提供
无微不至的服务。这群“蓝朋友”
就是太保产险吴江中心支公司的车
险查勘员。

除夕当天，汪东洋刚出门查
勘，就偶遇一位在路边徘徊的车
主。汪东洋上前询问，原来该车主
电瓶亏电，无法继续行驶。见此，
汪东洋立即将查勘车开到故障车
旁，拿起电极连接线，将故障车与
查勘车电池相连，问题很快解决
了。车主感动不已，连连道谢。

年初二晚上，查勘员姚学诚接到
客户袁先生车子侧翻的报案后，第一
时间联系袁先生，并告知其及时报
警。在安抚好袁先生后，姚学诚让其
先行拍照保留现场，并与侧翻车保持
安全距离，自己则立刻开车前往。赶
到现场后，姚学诚又协助客户及拖车
公司，将车辆运至修理厂，并及时将
客户及其家属送回家中。

年初五上午，车险理赔分管领导杨
建荣在慰问假期坚守在岗的员工后，又
与大家一起前往理赔一线，向出险客户
送去新春的祝福。客户点赞太保的服务
专业、高效、有温度。 （许雪华）

太保“蓝朋友”护航牛年春节

成立于2008年的人寿财险
吴江支公司，2020年实现保险
规模超1.25亿元。这是继2019
年超亿元后，再次突破亿元大
关，创下佳绩，同时取得全省四
级机构保费规模第一，并在总部

“建功国寿财，重振再出发”主
题劳动竞赛中获得“明星团队”
荣誉称号。

秉承“成己为人、成人达己”
的企业文化，人寿财险吴江支公
司坚持“国寿财险，有我财安心”
的理念，积极响应总公司号召，以
贴合市场需求的保险产品，专业
的队伍，优质的服务，稳稳立足于
吴江财产保险市场第四的位置。
2020年全年共承保了2万余辆
车辆保险，承保保额达323.27亿
元；为886家企业、1327个家庭
承保了211.35亿元保额；政策性
农险、商业性农险共承保 1602
份，承保保额2.95亿元。全年累

计已赔付6280万元。

以服务促发展 以客户为中心

中国人寿财险以“服务形象
统一、服务标准清晰、服务内容
规范、服务流程简约、服务网络
健全、客户感受愉悦”为目标，
至今已建立了涵盖“服务组织管
理、服务标准规范、服务运营管
理、客户关系管理、服务质量管
理、服务文化建设”的客户服务
管理体系，对服务质量进行立体
化监控，连续11年荣获中国电
子商务呼叫中心与客户关系管理
专业委员会“最佳呼叫中心
奖”，连续四年荣获中国服务贸
易协会、中国信息协会“中国最
佳客户服务奖”，系国内首家通
过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客户服务委
员会“五星级服务企业”认证的
保险公司。

科技赋能 改革创新

中国人寿财险金融科技中心
信息技术部和理赔服务部联合研
发的“安心防智慧防灾防损云平
台”、金融科技中心信息技术部
和产品创新部统筹推进的“产品
模型配置+灵活数据对接=产品
开发火线速度”项目，分别荣获
由《金融电子化》杂志社举办的

“奋进新时代、迈向新征程”
2020中国金融科技年会“金融
科技创新突出贡献奖开发创新贡
献奖”和“金融科技产品创新突
出贡献奖”。“安心防智慧防灾防
损云平台”是业内首家采用全国
产化GIS平台搭建的智能风控云
平台，为公司标的风险识别、风
险防控预警、标的风险洞见提供
了数据与空间能力支撑；“产品
模型配置+灵活数据对接=产品

开发火线速度”项目利用新一代
保险核心业务系统中产品工厂灵
活的产品建模能力，通过对风险
要素、业务规则的组件化配置，
实现新产品系统快速上线及迭代。

吴江支公司依赖总公司的创
新能力和积极作为，在吴江本土积
极打造以全面服务为目标的专业
保险服务队伍，努力实现各业务人
员从承保流程到风险防控，再到理
赔服务的一条龙服务，一批技能过
关、服务热心、专业周到的保险服
务人员为公司发展提供了保障。

（人寿财险）

人寿财险吴江支公司：

再攀高峰创佳绩

中
国
人
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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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人寿公布了
2020 年慈善公益年报。2020
年，中国人寿慈善基金会资助开
展12个项目，年内累计捐赠资
金超1.16亿元。

用智 倾力脱贫攻坚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
署，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国
人寿持续增加对扶贫领域公益资
源的投入，依托中国人寿慈善基
金会加大对公司定点扶贫县、内
蒙古大六号镇，以及包括四川凉
山州、贵州遵义市、西藏聂荣
县、新疆喀什地区在内的“三区
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的帮扶支
持力度，全力保障中国人寿“扶
贫保”工程实施，全年累计扶贫
类捐赠超8000万元，为各地脱
贫攻坚工作贡献国寿智慧和国寿
力量。

中国人寿“扶贫保”工程入

选国务院扶贫办2020年度“企
业精准扶贫综合案例50佳”。

用力 驰援抗击疫情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
暴发后，中国人寿第一时间响应
中央号召，通过中国人寿慈善基
金会向武汉市慈善总会捐赠资金
1500万元，集团成员单位广发
银行和集团所属国寿安保基金分
别向湖北慈善总会捐赠3500万
元和200万元。同时，广发希望
慈善基金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共同发起“关爱因疫致困青少
年”项目，为疫情影响下的青少
年提供助学帮扶，在湖北开展慈
善行活动，探望慰问受困家庭和
学子，为他们带去关心和帮助。

用心 呵护困境儿童

中国人寿自2008年起，先

后助养汶川地震、舟曲泥石流、
玉树地震和鲁甸地震等重大自然
灾害中失去双亲的孩子。截至目
前，项目已连续开展13年，累
计为1104名因灾致孤儿童提供
关爱和救助。

此外，中国人寿始终用心关
注贫困地区及困境留守儿童的健
康成长问题。自2019年起，中
国人寿慈善基金会创新开展“中
国人寿·姚基金百校体育扶贫计
划”，通过捐赠体育运动装备、
选派志愿者支教、开展专业篮球
联赛等形式，着力改善贫困地区
乡村学校体育教育缺失的现状，
帮助孩子们德智体全面发展。项
目开展两年来，已有353所乡村
学校的26.8万人次师生从中受
益；广发希望慈善基金连续13
年开展“贫困学生资助”“希望
厨房”“快乐亲情屋”等30余个
公益项目，26个省的24万名师
生因此改善教学和生活条件。

用爱 共筑和谐社会

2020年，中国人寿慈善基金
会携手中国慈善联合会、妇女发
展基金会、儿童少年基金会、中
国计划生育协会等公益慈善组
织，开展“春蕾计划—佑未来，
护成长公益活动”“生命绿茵健康
扶贫项目”“关爱女性生殖健康保
险项目”“生育关怀行动”等众多
慈善合作项目，关注妇女儿童、
失独家庭、贫困农户等社会特殊
群体，为他们提供更多关心与帮
助。

2020年，除中国人寿慈善基
金会和广发希望慈善基金，中国
人寿集团各成员单位及其分支机
构也在通过各种渠道、多种举措
践行央企社会责任。

2021中国人寿整装待发，继
续用大爱来守护大家。

（吴国寿）

中国人寿：大爱让世界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