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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泽是一座富饶美丽的江南古镇，有
2000多年的历史，让人印象最深的就是
古镇的老街，老街上有慈云寺、禹迹桥、
师俭堂……

当你踏入初冬的老街，那里处处古色
古香，让人陶醉。其中，你首先感受到的
是踩在脚下的石板路，路面凹凸不平，石
板的形状有长方形的、正方形的，各种各
样，大小不一。

沿着石板路走，再次映入眼帘的就是
禹迹桥。这一座拱形桥横跨在水面上，由
无数块灰白的巨石搭建而成。拱形桥洞气
势非凡，两边的桥栏刻着吉祥如意的图
案。听说，这座桥是为了纪念大禹而建
的。

站在桥中央时，你就能看见威严的慈
云寺塔。慈云寺院前有几棵许愿树和银杏

树，许愿树上挂着许许多多的红飘带，那
些飘带上的字就是人们的心愿，而银杏树
的叶子随着初冬的风已经飘落，星星点
点，满地都是。

走进慈云寺院内，里面有几只鸽子在
院子里飞来飞去，好像在守护着慈云寺
塔。旁边的池塘里有各种各样的鱼，它们
叫锦鲤鱼，颜色有红的、白的、黄的、黑
红相间的……可爱极了。

到了夜晚，老街屋子上的一排排灯就
亮了起来，那些树都被精心打扮过，上面挂
着一串串红红绿绿的彩灯，怎么看都像是
流星坠落到树上，美极了。这些美景倒映
在水中，让人感觉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

初冬的老街白天是热闹的，但是到了
夜晚，又是另一种宁静的美。

（指导老师：震泽实验小学 郑湲）

初冬的老街
小记者 杨义藤

今天是大年初八，天空下着鹅毛大
雪。雪可真大呀，一片片从天空中飘下
来，真美！我想，难得遇到这么大的
雪，不如去堆雪人吧，于是约了弟弟，
我们一起撑着伞，来到了隔壁小公园。

找了一圈，我们无奈地发现，积雪
太少了。又转了一大圈，总算寻到了一
片积雪相对较多的空地，我们尝试着堆
雪人。

雪可真冷啊，握在手心，牙齿总
是不自觉打颤，但我并不想放弃。我
把地上的雪一点一点拢起来，聚成了
两个小雪球，再把它们一个上一个下
地垒起来，这样，雪人的头和身体就
初步完成了。接着，我从口袋里掏出

了事先准备好的花生和瓜子。花生当眼
睛、瓜子当嘴巴，哈哈，一个迷你版的可
爱雪娃娃已经初步成形。最后，弟弟找
来两根又细又短的树枝，把它们小心翼
翼地插在雪球上。雪娃娃总算堆成了！
天空还在继续飘雪，雪娃娃一个人孤零
零地站在雪地里，看着是那么小那么孤
独。于是，我又堆了一个雪娃娃，好让它
有个伴。

堆完雪人，我惊奇地发现，冰凉刺骨
的感觉已经消失了，现在的手红红的却感
觉暖暖的，好神奇啊！瞧瞧弟弟，他的小
脸和小手通红通红的，嘴巴里却不停地哈
着白气，太可爱了！

（指导老师：震泽实验小学 郑湲）

堆雪人
小记者 徐欣彧

炎热的八月骄阳似火，知了
狂躁地叫着，好像在说：“热死
了，热死了。”太阳光芒四射，
亮得人睁不开眼睛，亮得蚯蚓不
敢钻出地面来。

虽然立秋了，可柳树的叶子
没有黄，墙头的狗尾巴草没有倒，
元荡也没有荒凉。傍晚，凉风习
习，爸爸妈妈带我到元荡散步。一
进去，我们就听见了悠扬的二胡
声，原来，几个老爷爷在比试，一
个个争先恐后，热闹极了。扑鼻的
花香让人沉醉其中，花儿五彩缤
纷、争相斗艳，或红或白或黄。记
得我们上次来，还是暮春时节，天
气还有点冷，只看到一丛丛、一簇
簇的绿色植物。光阴似箭，好像一
瞬间，它们都热烈地开放了。

这时，微风轻轻拂面，我们
看到了小蜻蜓在天空自由自在飞
翔，它们时而在空中翩翩起舞，
时而歇息；还有的小蜻蜓在树上
睡觉呢，是不是在做着关于明天
的梦；还有几只停落在初秋荷花

的枯枝败叶上，那场景有点儿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
霜枝”的意境。爸爸用带来的紫
色小网给我捕了一只红蜻蜓，那
只红蜻蜓却飞到了下水道里，红
蜻蜓也真可怜啊!

过了一会儿，爸爸又用手给
我捕了一只黄蜻蜓，爸爸真是聪
明绝顶啊！看着黄蜻蜓在袋子里
努力挣扎着，我想：如果不放掉
它，它的妈妈一定很伤心吧！它
的妈妈一定在寻找自己的孩子
吧！于是，我把它放了。

接着，我们来到了小河边。
我想踩水，妈妈同意了，因为我
穿的是凉鞋。下水了，真是凉爽
无比，就像赶海，真舒服啊！爸
爸用小网捕了四条小鱼，我用小
网捕了三只螺蛳。我感觉脚下滑
滑的，像有几条小鱼在亲吻我的
脚板呢。最后，我们把捕到的小
生命全放了，让它们重获自由。

（指导老师：芦墟实验小学
陆玮）

夏木荫荫正可人
小记者 侍一凡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
割……”“祖国在我心中”主题队会接
近尾声，大家正齐声歌唱《我和我的祖
国》呢！说来，在这次队会上，老师给
了我一次当小小主持人的机会。

当听到我们要和六（5）中队举行
队会时，老师就公布了我们每个人的任
务，有全班朗诵，有个人演讲，还有钢
琴独奏……可是，到现在为止，除了全
班朗诵有我，我没有轮上其他什么节
目。我开始着急：老师怎么没给我安
排节目呀？作为班长，我怎么可以没
有单独的节目呢？最后，老师报的是
两名主持人，既然我没有其他节目，看
来主持人中一定有我。果不其然，老师
报的是我和小金同学的名字。哦耶！我
被选上当主持人啦！这是我生平第一次
当主持人啊！可想而知，我有多么激动
啊！

拿到稿子后，每天放学回家，妈妈
都配合着我练习。每晚，我起码练上三
四遍，念得口干舌燥，差点儿磨出泡

来，为的就是希望在队会上不出错，能在
老师面前好好表现一番。不过，尽管天天
这么练习，我还是有一句词不怎么熟练，
那就是：“人人胸中春风吹。”不知为什
么，我感觉这句话有点像绕口令，怎么念
都感觉不对劲，我便不断地念，不断地
念，只希望在队会时不要出错啊！

终于到了队会当天，我尽量放松自
己，上台时，我发现还要拿着话筒主持。
天哪！这下要是念错，全校都能听到了！
不过，也正因为有了话筒，担心出洋相，
主持的时候，我更加仔细小心，终于念出
了“人人胸中春风吹”这句话。可是，我
总感觉有点儿不对劲，怪别扭的。看来，
我练得还是不够啊！下次，我要付出双倍
的努力。不过，这毕竟是我第一次当主持
人，其他没出错，应该算可以了。事后，
老师也夸我表现很棒！

第一次当小小主持人的感觉真不错！
以后，我要多多参加这种活动，提升自己
的心理素质，让自己变得更棒！

（指导老师：南麻小学 张华英）

我是小小主持人
小记者 范婧瑶

今天，我们去了菀坪新湖村。据说，
那里是“水果之乡”，我们要去那儿摘橘
子。

到了新湖村，映入眼帘的是一条弯弯
曲曲的小路，路两旁是许多五颜六色又不
知名的野花，很美很美，我仿佛来到了世
外桃源。我们欢快地向前走去，不知不
觉，走到了小路的尽头，原来这儿有一个
小公园。公园里的游乐设施很齐全，有秋
千、滑滑梯、跷跷板，还有一些健身器
材。穿过小公园，前面是一条泥泞的小
路，路两边有一排竹篱笆，里面种着一大
片绿油油的青菜，远远望去，像一片绿色
的海洋，赏心悦目。真不愧是美丽新农村
呀！

再往前走一点儿，我们就来到了橘子
园。远远望去，橘林翠色欲滴，我仿佛闻
到了酸甜的气味，让我口水直流。我们三
人一组，老师给我们每组发了一把剪刀，
要求每人剪十个橘子。

我早已迫不及待啦！瞧，树枝上挂
满了橘子，长在一处的橘子，沉甸甸
的，压弯了枝头。我挑了一个又大又青
的橘子，用左手抓住橘子，右手拿起剪
刀，对准橘柄“咔嚓”一声，就把它剪
了下来。接着，我左摘一个，右摘一
个，不久，十个大橘子就被我“收入囊
中”！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啦！准备开
吃！我剥开橘皮，一眼就看见了月牙般
的果肉。放入嘴里，轻轻一咬，霎时，
甘甜的汁水爆满了整个口腔……太好吃
啦！

后来，讲解员告诉我们：这里的橘子
长得又大又甜，那是因为这里土壤好、空
气好，所以橘子长得好。这真是一方水土
养一方橘子啊！

通过参加这次活动，我收获满满！我
不仅体会到了果农们劳动时的辛苦，还感
受到了丰收后的喜悦。

（指导老师：长安实验小学 祝陈兰）

“水果之乡”摘橘子
小记者 谢欣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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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见习记者刘晓
兰）昨天下午，吴江区委老干
部局联合松陵小学开展“喜迎
二十大 传承育新人”爱国主
义主题教育活动，吴江南下干
部子女、“五老”志愿者、松
陵小学少先队员参加了此次活
动。

在活动“忆往昔峥嵘岁

月”篇章中，吴江南下干部子
女与松陵小学少先队员一起表
演了情景剧《无悔的征途》。
1949年春，数以万计的党政
干部满怀革命热情，告别家乡
和亲人，踏上了南下的征途，
情景剧带着观众“重走”了南
下干部的光辉足迹，重温了那
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现场还播

放了由南下干部子女创作的纪录
片《太浦河的前世今生》，纪录
片再现了沪苏浙三地数十万人民
开挖太浦河的感人事迹。南下
干部子女代表曲小敏、孔文和
丛建秋向少先队员动情讲述了
自己父辈参与开挖太浦河的故
事。

在“看今朝，锦绣山河”篇

章中，松陵小学五年级、四年级
少先队员分别朗诵了《中国少
年》 和 《我有一个美丽的祖
国》，展现了孩子们对祖国的无
限依恋和热爱。在“向未来，
强国有我”篇章中，老人和少
先队员合唱了《歌唱祖国》。参
与活动的老干部、“五老”志愿
者还向少先队员赠送了爱国主

义书籍，让爱国主义精神薪火相
传。

松陵小学副校长谢汝苹介
绍，活动再现了“南下”光辉事
迹，激励学生传承先辈精神，激
发了学生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
情感，希望学生能将这种情感转
化为刻苦学习、奋发图强的动
力，在活动中收获成长。

再现“南下”光辉事迹 讲述太浦河故事

老少同台，传承爱国情怀

本报讯（通讯员殷丁元 融
媒记者沈利芬）日前，“喜迎二
十大 奋战新征程”吴江区第26
届集邮展在吴江图书馆开展。

本次集邮展共展出100框
邮集，这些邮集展现了中国共
产党在长期奋斗中取得的伟大
成就，在中华民族历史上书写

的辉煌篇章。
“我们举办此次活动，就是

要充分展示十八大以来，中华大
地上发生的历史巨变，大力宣传

这非凡十年间，以习近平总书记
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军全
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光辉历
程。”吴江区哲学社会科学界联

合会副主席王锦源说。
据了解，此次集邮展将持续

至10月5日，感兴趣的市民可以
前往吴江图书馆参观。

喜迎二十大 奋战新征程

区第26届集邮展开展

本报讯（融媒记者李婧蕾）
9月 28日下午，震泽镇朱家浜
村与震泽实验小学举行村校党建
结对仪式，联合打造“小蚕宝”
农学院劳动实践课堂。双方将以
党建为纽带，以朱家浜村“爱心
农场”为媒介，强化资源共享，
把劳动教育融入教学，让学生明
白“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劳
动真谛，进一步培育学生尊重劳
动的价值观。

据了解，朱家浜村“爱心农
场”的前身是5家连片的厂房，
经过两年多时间的修整，该村携
手震泽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吴
江区面包树公益服务中心，将其
打造成生态农业基地“爱心农
场”。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推进
村校党建结对共建，发挥好‘爱
心农场’作用，为学生营造和睦、
温馨、文明的农村环境，促进学校
教育和农村教育共同发展。”朱
家浜村党委书记管国林表示。

“如何让劳动教育真正落地
生根，我觉得田间地头是最好的
课堂！”震泽实验小学校长、党

总支副书记杨志华告诉记者，目
前，震泽实验小学每周开设不少
于1课时的劳动课程，“今后，
我们要以‘小蚕宝’农学院劳动
实践课堂为载体，有目的、有计
划地组织学生参加日常生活劳
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让
学生动手实践、出力流汗，接受
锻炼、磨炼意志，培养学生正确
的劳动价值观和良好的劳动品
质。”

活动现场，学生代表以《热
爱劳动 从我做起》为题进行了
交流发言，孩子们还实地参观了
朱家浜村“爱心农场”。

“希望震泽实验小学和朱家
浜村在党建结对共建的基础上，
充分利用好‘爱心农场’这个劳
动实践基地，将学生的学习与实
践置于真实的自然、社会、生活
情景中，强化教育与生活的联
系，让学生在劳动体验中开阔视
野、陶冶情操、学习技能、发展
个性，促进学生素质全面提
高。”震泽镇社会治理和社会事
业局（教育组）正股职干部韦舒
英表示。

村校党建结对，助力劳动教育落地生根

震泽“小蚕宝”农学院开课啦

本报讯（融媒记者黄晓雯）日
前，记者从区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得知，G524吴江段精细化提升工
程已完工，改善了安全行车条件，
进一步压降公路交通事故，为公路
使用者提供了良好的交通环境。

G524北起通常汽渡，南至

苏浙交界，是贯穿苏州南北的大
通道，本次研究范围为G524吴
江运河段，路线全长16.589千
米。安全坚固的新设护栏、新增
的分车道行驶标志……经过精细
化提升工程的改造，G524吴江
段展露新颜。在G524联杨路路

口，记者看到，原来的两车道已
变为三车道，增加的转弯车道进
一步提升了路口的通行效率，这
些都是本次G524吴江段精细化
提升工程的内容。

据介绍，本次精细化提升主
要有三个方面：在临京杭运河路

段，将护栏更换为SB级三波护
栏，实施总长13728米，进一步
提升安全性能；在长板路、联杨
路和大桥路3处交叉口，利用中
分带进行渠化展宽，增加车道数
量，提高路口通行效率；对沿线
搭接道口，完善相关配套设施。

接下来，区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还将继续推进道路交通安全设施精
细化提升工程建设，进一步提升道
路安全性能，努力实现公路交通秩
序明显好转、行车环境更为安全的
目标，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出行的获
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提供更安全的行车环境

G524吴江段精细化提升工程完工 本报讯（庄正恒 融媒记者
陈曦）近日，吴江生态环境局、平
望镇人民政府组织开展2022年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
区突发水环境事件应急演练，青
浦、吴江、嘉善三地生态环境部门
及江苏国望高科纤维有限公司就
模拟事件展开联合应急处置。

演练紧扣太浦河突发水环境
事件，第一时间开展现场应急处
置、第一时间互通事件信息、第

一时间联合制订应急监测方案，
于上游河流事故点及时开展现场
处置，控制下游水质污染范围并
争取更多处置时间。

演练中，三地通过实时视频
连线开展应急监测，分别在事故
点、下游河流断面、下游水源地
取水口等区域采样，第一时间互
通监测数据，为全程掌握跨界河
流水质变化及有效处置提供有力
支撑。

发挥联防联控作用 增强三地应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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