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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滨湖区融创城
社区关工委携手融创文
旅城，组织员工及青少
年，共同走进山水城消防
中队，与消防员零距离互
动，了解消防员的日常工
作及生活，学习消防安全
知识。在消防员的带领
下，青少年实地观看并体
验了消防水泵的正确使
用，沉重的水带、水枪的
冲击力，让青少年体会到
了消防工作的艰辛。

（雪浪街道关工委）

乐享运动，筑梦未来
省锡中实验学校第一小学三（2）班

锡报小记者 何昱晓

整个校园弥漫着兴奋的味道，
我们学校“乐享运动，筑梦未来”首
届学生运动会终于拉开帷幕。上午
8点半，盼望已久的开幕式在灿烂的
阳光下和激昂的乐曲声中正式开
始。

看！一个个方阵正向主席团走
来。首先通过主席台的是国旗护卫
队、会旗会徽方队和口号标语方队，
激励着我们每个人热爱伟大的祖
国、美丽的校园。

紧随其后的是特色方队。击剑
队里的小剑客们眼神凌厉，进攻防
守有板有眼，如行云流水；足球队里
的足球小将们，颠球、传球过人，干
净利落、一气呵成。

接下来，年级方队总算登场
了。这简直就是一场创意服装秀。
英姿飒爽的小特警们，敬着军礼、踏
着正步来了，还有我们班的超级马
里奥，大鼻子、头戴帽子、身穿背带
裤，还留着胡子。

运动会的开幕式真是精彩纷呈
呀！ （指导老师：刘雯）

运动场上真热闹
省锡中实验学校第一小学三（4）班

锡报小记者 仇俪涵

“加油！加油！”在一阵阵的呐
喊声中，学校的运动会开始了。运
动会上的比赛项目很多，有赛跑、立
定跳远、垒球等等。

看！操场那边的女子200米赛
跑就要开始了。选手们站在跑道上
热身，有的伸伸臂，有的弯弯腰，有的
在原地跑了几步，大家都严阵以待。

“砰！”随着老师的一声枪响，运
动员们像离弦的箭一般冲了出去。
刚开始，她们跑得都很快，就像在飞
一样。可是渐渐地，她们之间拉开
了差距。瞧！一个高个子的女生遥
遥领先，冲在了最前面，大家都在为
她高喊“加油”！紧跟在她后面的一
个短头发女生看到了很不服气，便
咬紧牙关，涨红了脸，加速往前奔

跑。最后，她终于超过了高个子女
生，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获得了冠
军！“她可太厉害啦！”大家的欢呼声
震耳欲聋。

这次的运动会虽然短暂，但我
们会一直坚持运动，让自己拥有健
康的身体。我相信下学期的秋季运
动会，我们一定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指导老师：孙艳红）

一次难忘的运动会
省锡中实验学校第一小学三（6）班

锡报小记者 汪瑾

随着主持人慷慨激昂的话语，
运动会开幕式正式开始了。看！一
个个方阵整齐划一，只见他们有的
穿着红色的篮球服，头上绑着头
巾，真像一个个篮球小将；有的穿
着各式各样的小动物服装，跟着音
乐摆来摆去，可爱极了；有的穿着华
丽的公主和王子礼服，在阳光下优
雅地走着，看上去十分亮眼……

开幕式结束后，就是正式的比
赛啦！我作为运动员参加了400米
长跑和100米短跑，当快要轮到我
比赛时，我深深地吸了口气，走上跑
道，做起跑姿势，为自己鼓劲，等待
裁判员发令。只听“砰”的一声枪
响，运动员们像一支支离弦的箭冲
出起跑线，我当然也不甘示弱，用尽
全力，摆动双臂，奋力向前奔去。当
距离终点只有50米时，我感觉自己
的小腿仿佛被灌了铅似的，速度渐
渐慢了下来，被后面的选手一个个
超了过去，但是我并没有放弃，还是
坚持跑到了终点，完成了比赛。

今后我要坚持锻炼，争取在下
一次比赛中，为班级争光！

（指导老师：张旎）

难忘的运动会
省锡中实验学校第一小学三（9）班

锡报小记者 黄煜芸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运
动会！

我是网球队的其中一员，身着
粉色上衣和雪白的短裙，心里美滋

滋的。当网球操的音乐响起的时
候，那些练了无数遍的动作像控制
了我的身体，很自然地就做出来
了。我们网球队出色地完成了任
务，现场响起了热烈的赞叹声！

其他方阵紧跟其后，各有特

色。有怀抱着足球、精神满满的足
球队；有活力无限的马里奥方阵；还
有既好笑又可爱的穿着小动物服装
的队伍……真让人大开眼界。

下午，运动员们登场比赛。比
赛项目可丰富了，跑步、立定跳远、

掷垒球……其中，掷垒球最吸引
人。瞧！小倪同学准备发射“导弹”
了，只见他信心满满地走入场上，左
腿往前伸直蹬地，右腿微微弯曲蓄
力，左臂平展正对前方，右手拿着垒
球举在耳畔，他的上身微微后仰，腰
部像一根弹簧，似乎充满力量。“预
备——抛！”只听垒球“嗖”的一声飞
了出去，在空中拉出一条长长的抛
物线，最后完美地落地。结果出来
了，他取得了全年级第二名，大家都
兴奋地祝贺他。希望明年运动会我
们的成绩能更上一层楼！

运动会真是既热闹又精彩，令
人难忘！ （指导老师：张博文）

热闹的运动会
省锡中实验学校第一小学三（10）班

锡报小记者 曾柯皓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学
校第一届运动会开始啦！开幕式结
束后，就是令人心情澎湃的比赛环
节了。我参加的是50米比赛，跟随
带队老师从教室走到操场，一路上
我都非常紧张，心里像揣了只小兔
子一样，“扑通”直跳。走到我所在
的跑道上，我更紧张了。听着裁判
员老师发令枪响，我赶紧前后摆动
双臂，迈开双腿，拼命向前跑去。十
几秒钟，我跑到了终点。虽然我没
有得到很好的名次，但当我回到教
室，同学们都投来赞赏的目光，并且
安慰我：“你辛苦啦！”“你真棒！”听
着同学们的话，我在内心暗暗下定
决心，我要好好锻炼，争取下次比赛
获得更好的成绩！

这次运动会，让我们感受到了
运动的重要性，我们一定要积极参
与每一项运动中，既锻炼好身体，又
能为班级取得好成绩！

（指导老师：许琳）

乐于拼搏，尽享运动
省锡中实验学校第一小学三（12）班

锡报小记者 朱彦骐

运动会开幕式在我们的期盼中
拉开帷幕。我光荣地被选进学校特

色方阵——网球方阵。台上一分
钟，台下十年功。虽然训练过程很
辛苦，但是开幕式上，当我和大家随
着节奏走出整齐的步伐、自如地挥
动着球拍、赢来阵阵掌声与喝彩时，
我的心里甭提有多自豪了！

我积极报名参加了50米和400
米比赛。上场之前，我暗暗为自己
鼓劲：“朱彦骐，你一定行！”站在起
跑线上，我全神贯注地等待着，只听

“砰”的一声，我如弦上的箭一般，直
奔终点线。“朱彦骐，加油！”“朱彦
骐，加油！”耳边传来同学们、老师们
的呐喊声。我拼尽全力，冲刺终
点。最后，我在50米决赛中跑出了
第五名的好成绩。

在今后的学习中，我也要保持
这种拼劲，力争上游！

（指导老师：刘飞燕）

学校运动会
省锡中实验学校第一小学四（6）班

锡报小记者 刘明灏

在运动会开幕式时，各式各样
的特色方阵先后前来，准备为此次
运动会加油鼓劲。只见最引人注目
的三大运动员团队方阵依次出场，
分别是击剑队、足球队、网球队。击
剑队他们每人一把剑，身穿击剑服
在主席台前展开搏斗；足球队脚下
每人一个足球，那些足球在主席台
前舞蹈；网球队每人一个网球拍在
做着网球操。接下来是我校形象大
使明仔、礼娃带领的队伍：鲜花队，
顾名思义他们手里拿着鲜花，向主
席台走去，展现我校的风采。

开幕式结束后，运动员依次入
场，进入各自的比赛场地开始比
赛。首先我们看到的比赛是800米
跑步，经过多轮角逐，我们班杨鑫逸
荣获铜牌；其次我们看到的比赛是
400米女子组跑步，过程险象环生，
但最终我们班贾同学获得第一名；
再次我们看到的比赛是400米接力
跑，最终我们获得了团队冠军。此
次运动会我作为后勤组没能参加比
赛，但我为同学们取得的成绩感到
开心和骄傲。

（指导老师：谈佳艳）

“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就
是一部践行信仰的奋斗史……”5
月14日，军休干部张发海的“信仰
与命运”主题党课在江南大学理学
院开讲。在江南大学理学院党委
副书记陈周眼中，以“信仰”为主题
宣讲需要心存坚定信念，有强大的
人格魅力，而张发海正是如此。“张
老的党课嵌入了学生熟悉的党史
人物，把抽象的信仰人格化、形象
化。”陈周说，他用革命先辈的就义

壮举和《一份绝密情报促成红军长
征》的感人故事让师生明白，信仰
是正当英年的革命英雄能舍生忘
死的精神支柱。

在张发海讲课的最后，一句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民族复兴，
舍我其谁？”慷慨豪迈，也燃起了
学生争当时代新人的斗志。张发

海感叹，自己跟党走的决心是雷打
不动的，如今他希望自己的一腔热
血能激励一代青年人，做到培根铸
魂，把新时代的接力棒交到他们手
上。

目前，全市共 3000 多名“五
老”报告员、宣讲员奔走于学校、社
区、企业等地。即便年事已高，对

党史学习教育的热忱仍支撑他们
站上讲台。今年，蒋川海已经宣讲
党史类课题29场次，受众4358人
次。吴志强骑着自行车在学校、社
区和各个村之间奔波，张发海希望
将信仰的力量继续传递到江大每
个学院。卢钢说，“五老”是历史亲
历者，有着天然感召力，而他们不
忘初心，坚持发挥余热的信念，更
让台下人尊敬。

（杨涵、实习生 吕姝慧）

● 培根铸魂 言传身教，传递信仰的力量 ●

“姚老师身着军装、佩戴军功章和红领巾走进校园的时
候，不少学生已经肃然起敬了。”回忆起近日“五老”姚炳华
来校作宣讲的场景，塔影中学德育处主任包涵感触满满。

今年年初起，市关工委部署“颂建党百年、做时代新人”
主题教育活动，积极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进校园、进课堂，于3
月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座谈会，下发相关文件和学习资料，党
史学习教育取得实效。如今，一批“五老”宣讲员满怀热情地
奔走于校园、社区和企业，活跃在党史学习教育第一线。

到塔影中学宣讲前，姚炳华
已经提前向该校和对应的上马墩
街道了解了学生党史学习的情
况，包涵告诉记者，姚老师自进校
园起的一举一动就在营造良好的
党史学习氛围，“宣讲结束后，我
们带领学生前往姚桐斌纪念馆现
场寻访，姚炳华老师同样在一旁
陪伴。”

对青少年讲学习党史并非易
事，而每一位进校园的“五老”都注

重拉近与学生的距离。“戴上红领
巾，我也是年纪大一些的少先队员
了！”5月10日下午，“五老”蒋川海
在江南中学阳光分校以“幸福不忘
听党话，追梦紧跟党前行”为题展
开宣讲。他一直认为，要打动听
众，宣讲者需要全身心投入，注重
互动。因此，蒋川海每次宣讲都会

手持话筒，站在离学生最近的地
方。“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
是让江南中学七（1）班学生徐悦雯
印象最深刻的一句呐喊，“蒋老师
慷慨激昂的话语将我们都带入了
那段艰苦奋斗的历史，看到了中国
共产党的英勇。”

热情、用心，“五老”的每一次

宣讲都能收获一致好评。今年4
月，上马墩街道关工委聘请姚炳华
担任校外教育辅导员。“台下幽默
风趣，台上激昂严肃。”该街道党建
指导员李娟这样形容姚炳华，她表
示，姚老师的宣讲不仅面向青少
年，许多社区党员都曾听过他的
课，都能从宣讲中汲取营养，“每一
次宣讲前，他都会选取适合宣讲对
象的课题并提前发送给我确认，热
情而细心。”

● 满怀热情 宣讲拉近与青少年的距离 ●

年近90岁的李宗元是不少历
史事件的见证者，他今年已经到江
南大学宣讲4次，“老李讲故事”深
受学子喜爱，“学生抬头率很高，眼
里都放着光。”江南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副院长侯勇回忆说。

李宗元的亲身经历使他的宣
讲充实而生动。侯勇说，情感是李
老师能打动听众的又一原因，他的
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中都流淌着
情怀。除了李宗元，曾参与援越抗

美的姚炳华、曾多次带队赴延安学
习而深知“延安精神”的蒋川海等

“五老”都将亲身经历融入党史学习
教育，成为了青少年的最佳“教材”。

对与学生相处了大半辈子的
老校长、老教师来说，学生是他们
最熟悉的群体，经过他们打磨的党
史学习教育，更贴近学生。“俞老师

所讲述的不少故事都是师生未曾
听闻过的，他还注重与学生的互
动，宣讲最后带领全场诵读《少年
中国说》，很燃。”江阴实验中学副
校长徐静赞道。原江阴市委党校
常务副校长俞伟人有着八年中学
工作经历，这让他熟悉学生更热爱
学生，他结合党校工作经验打磨的

党史学习教育课也成了热门课。
原侨谊实验中学校长钱昭平面向大
中小学不同受众群体有不同宣讲主
题和方式。退休教师、宜兴市张渚
镇关工委副主任吴志强则希望学
生走出校园，从当地新农村的发展
中感知红色基因，还强调党史学习
教育要更多地面向中老年人。宜
兴市桃溪中学校长卢钢曾是吴志
强的学生，他感叹吴老师对学生的
关注以及亲和力，始终如一。

● 课堂吸睛 亲身经历为最好“教材”●

为更好地组织“五老”对青少
年进行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
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5月17
日至19日，市关工委领导、办公
室人员和市关工委报告团、德育

报告团部分成员赴徐州、淮安参
观淮海战役历史陈列展、周恩来
纪念馆和周恩来故居，进行党史
学习教育。

（市关工委办公室）

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

5月 12日，市关工委与市委
老干部局联合举办“五老”电视访
谈活动。市关工委报告团4位老
同志围绕“颂建党百年、做时代新

人”的主题，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宣
传，并与在场的江南大学学生进行
互动交流。

（市关工委办公室）

市关工委、市委老干部局联合举办“五老”访谈活动

5月 10日，市关工委组织市
关爱工作团、市法治宣传教育报告
团部分成员赴江阴市云亭街道关
工委蒋士凡工作室参观学习，学习

优秀“五老”蒋士凡先进事迹和经
验做法，进一步做好青少年法治宣
传教育和关爱帮教帮扶工作。

（市关工委办公室）

市关工委组织市关爱工作团、
市法治宣传教育报告团成员赴江阴参观学习

“学党史，讲革命故事；写家书，
立青年之志。”这是在东 社区朝晖
支部书记殷国庆家中开展的一次青
少年党史学习教育“ 心微党课”家
风家训专场活动。5月9日上午，辖
区内10余名青少年一起听殷爷爷
讲述印在记忆深处的党史革命家风
故事。 （张闪铭、尤煜婷）

峥嵘党史百年兴，家风传承万世扬

增夅

增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