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
刊 ·07· 2020年10月14日 星期三

编辑 素馨 视觉 湛肹 组版 徐静

作习

童眼看世界

如诗如画的杭州
侨谊实验小学五（3）班 锡报小记者 符晞妍

俗话说得好：“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
确，杭州就像天堂一样美丽。

杭州是美食的天堂。杭州醋鱼、杭州藕
粉、叫花鸡……让你看着就“口水直流三千
尺”。还有龙井茶，虽然喝起来有些苦，但它
清心润肺，也是馈赠亲友最好的纪念品。杭
州是购物的天堂。那里的丝巾物美价廉，质
量上乘，那里的旗袍图案精美，是中国文化
代表之一，值得收藏。杭州是旅游的天堂。
那里的景点有很多，如：雷峰夕照、八月桂雨
等，都有不同的美。烟柳笼纱中的莺啼，细
雨迷蒙中的楼台仿佛已经出现在我的眼
前。怪不得苏轼赞叹道：“欲把西湖比西子，
淡妆浓抹总相宜。”

听了我的介绍，你是不是也蠢蠢欲动，
想要到杭州去走一走转一转呢？

（指导老师 花银亮）

“魔童”驾到
侨谊实验小学六（6）班 锡报小记者 韩欣辰

这天，外婆带着小表弟来我家做客。她
把小表弟放进婴儿车，拿出一包小饼干，拆
开包装后，就到厨房去忙碌，让我陪弟弟
玩。那饼干五彩缤纷、形态各异，最令我无
法抵制的是大熊猫形状的饼干，它仿佛正挥
舞双手诱惑着我。我顾不上哥哥的形象，抓
起大熊猫饼干，一口吞了下去。

表弟先是一愣，呆呆地看了我两秒，紧
接着“哇哇”大叫起来，似一阵惊雷敲击我的
耳膜，我仿佛听到魔童哪吒在大喊：“我的饼
干，快还我。”我的耳根一阵发热，只好把他
抱到玩具柜前，随手拿起他最喜欢的毛绒小

熊塞给他。他身子一扭，小手一甩，还是“哇
哇”哭闹。我立马慌了神：他究竟想干什
么？他身子一探一探的，两只黑亮的眼睛紧
盯着桌子。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噢！原
来是念念不忘他的小饼干呀。我赶紧拿起
饼干，还没来得及递过去呢，他闪电般从我
手里拽过饼干，张开仅有四颗小板牙的小
嘴，一块接一块地啃了起来。突然，他挥起
胳膊“啪啪啪”几声，我花了几个星期搭成
的雄伟壮丽的乐高房，哗啦啦地从台子上掉
了下来，散落一地。我顿时火冒三丈，忍不
住大吼道：“你是‘魔童’降世吗？”

小表弟眯着亮晶晶的黑眼睛，咧着嘴露
出小门牙，对着我咯咯咯地笑着。我看看倒
塌的乐高屋，再看看他那天真无邪的笑脸，真
是哭笑不得！ （指导教师 刘晓俭）

那一刻，我长大了
侨谊实验小学六（3）班 锡报小记者 李睿宸

一个晴朗的下午，我突然意识到自己长
大了。

考试开始了，大家都在奋笔疾书，我手
中的笔一刻也没停下。到了最后一题，我仔
细地看了一遍题，两遍、三遍……我有点儿
急了，弓起身子，耸起肩，双手不停地挠着
头，摆弄着头发，我咬着嘴唇，眼睛死死地盯

着考卷上的题目不放。
考试前，老师说过，这些都是书里的

原题。如果我想方设法把书拿出来，说不
定……一个念头从我脑海中闪过。这时，
老师提醒时间还剩下五分钟，“不能再等
了！”我迅速用手勾住了书页。突然，我感
觉身后有一道寒光注视着我，我背脊一凉，
这让我冷静了下来。我想，如果这一次侥幸
成功，我自然考得好，但这样不是长久之计，
要是以后还有这种题目我不理解，那时就晚
了。想到这，我把书放了回去，往身后一看，
看到老师赞许的目光。

自律，是对人的考验，经受住了，以后许
多的坎坷都能轻松跨过，我通过了这个考
验。我相信，以后我会用自律来克服一切困
难，我真正长大了！

（指导老师 邹宁）

我的乐园
侨谊实验小学五（7）班 锡报小记者 王逸芸

我的乐园渤公岛，一年四季都很美。
春姑娘的脚步近了，万物复苏，鸟语花

香。河岸边，柳树姑娘舞动着苗条的身子，
一边照着“镜子”，一边精心打理着自己碧绿
的长发。小草们都争先恐后地探出小脑袋，
漫山遍野的樱花开了，一阵微风拂过，花瓣
飘落下来，好像下了一场樱花雨。我和爸爸
妈妈一起来到渤公岛，放风筝，骑自行车，感
受春天的美好。

当夏天到来时，太阳高高地挂在天空
中，火辣辣地烤着大地，似乎要和大地打一
场“持久战”。每逢这时，渤公岛中的长廊就
是一个天然的“空调房”。我最喜欢坐在这
里面，一边扇着扇子乘凉，一边吃着冰激凌，
那感觉简直是太爽了！

秋天的渤公岛更是别有一番景致。银
杏树上的叶子都变黄了，纷纷扬扬地飘落下
来，好似一只只翩翩起舞的黄蝴蝶。盛放的
菊花，红的似火，黄的赛金，粉的似霞，绿的
如玉……它们争奇斗艳，美不胜收。我经常
和我的家人来到这里野餐，聊天、晒太阳、看
书，直到太阳快要落山时，我们才收拾好东

西，依依不舍地离开。
渤公岛，你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

忆，给了我一片广阔美丽的天地，我多想变
成一只快乐的鸟儿，依偎在你的怀里。

（指导老师 王之渊）

落日即景
侨谊实验小学六（7）班 锡报小记者 沈扬家

落日如一位长者，早晨送来了光明与温
暖，日落时分，他结束一天的劳动，迈着悠然
的步伐前去休息。他似乎并不满足于这样
匆匆离去，而是将光芒播撒给云朵，天空中
一片柔和的色彩。微波粼粼的海面已不只
是被镶上金边，整个海面都成了一片金色，
从沙滩上的海浪到远方离太阳最近的海平
线。连脚底的细沙似乎都在享受着自然的
恩赐，沐浴在这金色的阳光中灿烂发光。放
眼望那一轮西坠的红日，心中自然增添了一
份温情。太阳缓缓挨近地平面，那一抹淡淡
的光晕把大地拢在怀里，近处，远处，都是温
暖。我摊手而立，凝视这暖暖的黄昏，让这
橘色的光束在我身边停留。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大地融入了一片苍茫的暮色，明天清

晨，一轮红日又将从地平线喷薄而出。
（指导老师 陈婷婷）

竹子的启示
侨谊实验小学六（4）班 锡报小记者 龙柯宇

校园的花坛里，长着一丛青翠的竹子，
细细长长的竹叶，四季常绿，充满了勃勃
生机。我最喜欢毛竹。这种竹子刚开始生
长的时候，四年的时间只能长差不多3厘
米，但从第五年起，就会以每天30厘米的
速度疯狂地生长，仅仅用6周的时间，它就
能长到15米。我知道，竹子前面4年长得
这么慢，是在扎根，它的根在土壤里延伸
了数百平米，是为了今后更好地立足。做
人做事亦是如此，不要担心你此时此刻的
付出得不到回报，因为这些付出都是为了
扎根。

竹子还教会我坚韧。狂风一来它就低
头，狂风过后又挺起身子，老师说这种品质，
叫“能屈能伸”。韩信能忍胯下之辱，越王勾
践不忘国耻、忍辱负重，司马迁蒙受屈辱却
依然勇敢顽强，完成了《史记》……这些伟大
的人物都像竹子，用暂时的屈服成就了伟大
的人生，值得我们称赞！

我爱竹子，爱它的厚积薄发，爱它的坚
毅顽强，爱它的能屈能伸，我也要做竹子一
样的人！ （指导老师 魏佳佳）

我穿越到了秦国
侨谊实验小学五（8）班 锡报小记者 罗唯一

星期六的傍晚，我正在电脑上看新闻，
一幅秦朝兵马俑的图片深深地吸引了我。
突然，电脑发出了一道刺眼的光，把我吸了
进去。当我睁开眼后发现周围的人都穿着
古装，我居然来到了秦国。

突然，两个卫兵把我擒住：“你是什么
人？竟敢私闯宫殿？还身着奇装异服？”我
被押入了宫殿，带到了秦王面前。“你是什
么人？”“我是两千多年之后的人，是您的后
代，我是来助您一统天下的。”为了保命，我
颤颤巍巍地说。秦王问我：“你有什么办法
统一天下？”我说：“现代科技可发达了，我
来给你介绍一下吧。”于是，我从坦克、战斗
机、航空母舰谈到洲际导弹、卫星、原子弹，
说得秦王和文武百官们眼睛都直了。好不
容易，秦王相信了我这番话，开始拨款拨人
拨地，供我调遣。每天训练士兵，并教他们
生产和使用各种高科技武器。

几个月过去了，秦国的军事实力已经与
现代军事大国不相上下，吞并六国的战争开
始了。看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在战争中家
破人亡，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我的心一阵阵
绞痛。

突然，我眼前一黑，晕过去了。睁开眼，
我发现自己坐在电脑桌前，电脑上依然还是
那张图片。我长叹一口气，心想：我可不要
战争，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我要努力学习，报
效我们伟大的祖国！

（指导老师 孙晓）

侨谊实验小学五（5）班 锡报小记者 顾芸菲

锡城高职院校新生入学有爱更有意义
国庆长假过后，我市高职院校陆续迎来新生入校。记者从多所高校迎新工

作中发现，今年高职院校新生入学虽比往年迟了，但获得的关爱只多不少。这些
新入学的“00后”在学校全方位关爱下开启人生新的旅程。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近4000名 2020
级新生一入学幸福指数就爆表：人手一份
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由校长送出，还有定制
的“宝藏包”、集体生日会……

当天的学校里布置着展现各二级学
院特色的创意景观，吸引了新生拍照。数
字艺术学院互动感十足的布景成了“网
红”打卡点。该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单敦华
介绍，可发光的月球代表着梦想，他们想
告诉新生“梦想在你眼前，我们在你身
边”。悬挂着打翻的颜料盘主题是“谁打
翻了调色盘，掉在了科院”，鼓励新生入校

后发现校园的美并为后续开展摄影、视频
比赛做铺垫。

考虑到防疫需要今年家长不能进入校
园，但全校师生都是志愿者，在早晨6点半
就集结做好迎新准备。每个新生从进校到
安顿好都有志愿者帮忙，即使是提前到的
学生也获得了细致入微的关爱。来自河南
的新生卞阳光坐了10小时火车又辗转2
小时公交车，在报到前一天深夜11点多独
自到了校门口。辅导员魏子斐接到消息后
立即到校门口接了他并帮他协调了一间宿
舍住了下来，第二天顺利完成了报到手

续。魏子斐坦言，她今年才从学生转变为
老师，十分理解学生的感受，所以尽力帮他
们解决问题。

来自校长的爱不仅仅是秋天的第一
杯奶茶，还有第一场“约会”。报到当天，6
个二级学院12名新生代表与校长孙兴洋

“约会”。校长与学生建了面对面群聊，发
见面红包，新生和校长畅谈入校的感受。
除了震撼、温暖的迎新氛围，优化升级好
的学生宿舍，整体改造教学设施，100间
智慧教室新学期投入使用，让新生获得满
满的幸福感。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10日、11日共迎
来5113名新生。据统计，该校今年生源
质量、数量较往年稳步提高，生源分布在
山东、四川等20多个省、自治区。

由于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需要，今年
新生都要经过测量体温、校验返校码和健
康码等环节才能进入校园。报到现场秩
序井然，保卫处根据人流量、车流情况及
时调整进校路径，新生们在志愿者的引导
下依次办理了各项手续。该校老师介绍，

学校想尽办法为新生简化报到手续，提供
便利，“今年我们继续提升报到工作中的
信息化水平，新生在录取信息验证时就获
取班级、宿舍、班主任等信息，方便到报到
点办理相关手续，领取材料。”此前，各班
主任早早建立好班级的QQ、微信群，方
便新生快速找到班集体。

值得关注的是，该校管理学院市场营
销专业的一对双胞胎兄弟王相辅和戴相
成，他们刚办完报到手续，就和室友来到迎

新点当起了志愿者。这对兄弟深感与学校
的缘分不浅，在填报志愿时他们有意避开
了相同学校的相同专业，“我们各自选了8
个学校的8个专业，只有无锡职院的市场营
销是相同选项，但各自填报的顺序并不同，
谁知就都录取到了这里。”哥哥王相辅表示，
此前他们在网上细致了解过学校的设施、
师资等情况，对即将开始的大学生活充满
期待。弟弟戴相成为自己的大学生活设立
了目标：学好专业，多交朋友，努力入党。

10月10日和11日无锡商业职业技
术学院迎来了5000余名新生，其中本科
线以上达445人。该校会计金融学院大
学生素养教育自新生报到就开始了。

报到当天，会计金融学院为每一个新
生准备了一个盲盒，盲盒内既有会计金融
学院书记、院长对新生的寄语，也有充满
商院记忆的校园明信片，还有以诚信教育

为主题的各类小纪念品。尤其是印有“诚
信为本，操守为重，遵循准则，不做假账”
十六字的诚信雨伞更是成为校园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对于这样一份特殊的“见面
礼”，新生们惊喜不已也深受教育，一名新
生说，没想到学校会以盲盒这种年轻人喜
爱的方式开启大学教育的第一课，“入学
报到让我对‘诚信’这两个字有了更深刻

的认识。”
会计金融学院负责人表示，诚信教育

一直是学院重点打造的文化品牌之一。
他们以新生报到这一关键节点，多举措开
展诚信教育，拓展大学生职业素养教育的
点，拓宽“三全育人”的面，持续完善学校

“三全育人”体系，育重诚信、高素质的商
才。 （陈春贤）

我最喜欢的“鹰”老师
东林小学五（7）班 胡添豪

小学几年，让我印象最深的是
教了我们一年的班主任——“鹰”
老师。

为什么叫她“鹰”老师呢？首
先，她姓殷，发音不准的同学总会
读成“鹰”，每次都让我联想到在天
空中展翅高飞的老鹰；其次，她本
领实在高强，既有“千里眼”，又有

“顺风耳”，尤其对付我们这些“虾
兵蟹将”，真是手到擒来。

上课时，“鹰”老师不仅用锐利
的目光洞察着我们的一切；批作业
时，她那老鹰一般敏锐的眼睛又能
发现一切小错误。记得有一次，我
默写时写错了一个字，我想，这么
多小朋友，老师肯定批不出来，我
能满分了，可没想到“鹰”老师竟然
批出来了。我想，“鹰”老师的眼睛
可真够厉害的。

“鹰”老师，可不是时时刻刻这
么凶，下课时，“鹰”老师又化身为

“老鹰妈妈”，带着我们玩“老鹰捉
小鸡”的游戏，和同学们打成一片，
大家玩得不亦乐乎。

这就是我们的“鹰”老师，我最
喜欢她，也最敬佩她。

（指导老师 殷秋红）

东林小学三（6）班 徐一涵
（指导老师 徐尉杰）

校长请喝秋天第一杯奶茶

科技让新生报到更便捷

大学生素养教育自报到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