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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七夕节上午，我们来到
了天宁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进行参
观。老师讲解了婚姻登记的主要步
骤。从中了解到:男女必须到法律指
定年龄才可结婚，男22周岁，女20周
岁。我还了解了有着血统关系的如表
兄妹不能结婚，因为如果这样，生育的

孩子有可能会有先天性的疾病。最后
我们还进行了采访。我与其他小记者
找到了一对年轻夫妻。我问他们为什
么选择在今天登记结婚，姐姐说因为
七夕节又好记又有纪念意义啊！语气
中透露着甜甜蜜蜜！

通过今天的活动，我知道了七夕
的习俗，更知道了关于婚姻的知识。
愿全天下的新人婚姻美满幸福！

西新桥实验小学五（1）班 陈玙
指导老师 王晓燕

关于结婚的小知识

“我们的节日”——

携手七夕，见证“爱”

“哇，这就是结婚登记处！”小记
者们被这里的环境吸引。在婚姻登
记处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我们先后
来到了登记室、照相室、宣誓室等地
方参观。这里不仅是婚姻的殿堂，
还是良好婚事家风的学习基地。我
们还观看了关于“七夕节”的小视
频，学习传统文化。

我还有幸采访到了今日登记结
婚的一对新人。我自信地走过去，

笑着问道：“您好，我是常州晚报小
记者，我想采访您两个小问题，是什
么样的缘分让你们走到一起的呢？”

“我们是大学同学，毕业之后就决定
结婚了。”漂亮的女生腼腆地回答。

“那么你们为什么决定在今天登记
结婚呢？”我又笑问。“因为今天是七
夕啊，今天既是一个传统节日，又是
一个浪漫的日子。”帅气的男生回
答。最后，两位新人带着登记处赠
送的七夕礼物，互相牵着伴侣的手
走向了幸福……

清潭实验小学六（5）班 郑宇希
指导老师 解鸣虹

一个浪漫的日子

特殊的节日，让婚姻登记处的工
作人员更加忙碌了。首先我们参观了
登记的第一步骤，准新人填写申明材
料，填好后工作人员将会进行初步审
核，看看证件是否符合要求，是不是近

亲，有没有重婚等等，如果没有问题，
那就可以领证啦。婚姻登记处有一个
宣誓台，虽然人们已经几乎不再用了，
但台上庄重的声音似乎却依旧在人们
耳旁回响。

婚姻登记处就像是“人间月老”的
地方……

洛阳中心小学五（5）班 戈逸
指导老师 蒋志芬

“人间月老”

七夕节的清晨，太阳有些火辣辣，
仿佛它也因为“七夕”这个幸福节日的
到来，变得更加热情似火。

我们小记者采访团来到天宁区民
政局婚姻登记处时，登记结婚的队伍
已经从大厅排到了门口，太阳的火热
也无法阻挡人们追求幸福的脚步啊！
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爱的喜悦，深
情望着对方，就像拥有了全世界。

我走向一对在填表格的恋人，礼
貌地问：“你好，大姐姐，你们为什么选
择在七夕节来举行人生中最重要的仪
式？”那大姐姐喜不自禁，笑意从嘴角
流淌开来，乐呵呵地说：“七夕，本就是
我们中国最具浪漫色彩的传统节日，
象征爱情，作为中国人，在‘中国情人
节’结婚更有纪念意义。”我若有所思
地想了想，真挚地祝福他们生活美满
幸福！

实小教育集团双桂坊校区
五（1）班 刘一涵
指导老师 汪彩毓

爱的美好

我们来到了结婚照相室，我发现
这是一个非常小的房间，一台照相机
加两张椅子，还有一块红布，简单却不
失庄重。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现在结
婚证上的照片，大多数都是新人自己
拍好了带过来的。

我们来到登记大厅，此时有好多
人在办理结婚登记，这些人脸上都挂

着幸福的笑容。有小记者自告奋勇上
前采访，对方竟欣然答应了，于是大家
壮起了胆，放开手脚进行采访。大家
的问题五花八门，通过对工作人员的
采访，我知道了：在这里结婚人数最多
的日子其实是五月二十日；领结婚证
是免费的；媒人是夫妻双方的介绍人，
在古代，又称为“月老”“红娘”“冰人”，
在国外，他还被叫“丘比特”，是个小天
使……

解小教育集团三（7）班 彭莘然
指导老师 陈红琴

七夕节的采访

在婚姻登记处，我们观看了有关
七夕节的动画视频，原来古代的七夕
节并不是现在人们所说的关于爱情的
节日，而是“乞巧节”，这天晚上，女孩
会向织女星祈求智巧，希望自己拥有
有精巧的手艺和完美的姻缘。

随后，我们看见几对新人在登记

结婚，大家走上前采访，刚开始我有点
胆怯，后来伙伴们和他们聊上了，我也
不甘示弱，“你们为什么选择今天来登
记结婚呀？”新娘好像有点害羞，“因为
今天是七夕节，一个很浪漫的节日。”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今天来结婚登记的
预计有上百对，“那结婚要花多少钱
呀？”我问。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办理
结婚登记和领取结婚证都是免费的。

觅渡桥小学四（10）班 高丁煜
指导老师 陈霞

“乞巧节”

活动一开始，工作人员就热情地
给我们介绍了我国的婚姻制度。在我
们国家，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男女
双方必须达到法定结婚年龄，男方达
到22周岁，女方达到20周岁，才能登
记结婚。有些患有特殊疾病不适宜结
婚的人，不可以登记结婚。法律规定
的近亲属也不能登记结婚。现在，婚
姻自由，男女双方必须是自愿的，任何
人不得干涉。这就比古时候的“父母
之命，媒妁之言”进步多了！

在登记大厅里，我们碰到了好几
对情侣，他们身着喜庆的服装，来办理

登记手续。我采访了一对情侣：“请问你
们知道今天是什么节日吗？”“知道啊，七
夕节，也叫中国情人节。”“你们是特意选
的这一天来登记的吗？”“是的。我们希
望我们的婚姻，每天都像过情人节一样
幸福！”“谢谢你们！祝你们幸福！”七夕
节原本又叫“乞巧节”，是古代女孩子们
的节日。这一天，女孩子们会到户外乞
求自己的手越来越巧，并且参加各种各
样的巧手比赛，例如穿针引线、做荷包
等。后来，传说牛郎织女在这一天鹊桥
相会，于是乞巧节慢慢演变成了中国的
情人节。

这次参加活动，真是让我们长知
识了。

清潭实验小学五（1）班 姜子越
指导老师 汤志惠

七夕节的习俗演变

采访活动开始了。我和一位同
学分在一组，设计好问题后，我们紧
张地盯着“目标”——一位像工作人
员的婆婆，却迟迟不敢迈出一步。
这时，那位看起来很和蔼的婆婆向
一边走去了，眼看机会就要错失，我
咬牙决定试试看。“您好,您是这里
的工作人员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我是这里的志愿者。”婆婆说。这
时搭档灵机一动，问道：“您为什么
要来做志愿者？”婆婆回答道：“因为
今天是七夕节，来办结婚证的人很

多，我们自愿来帮忙。”志愿者婆婆热
情地向我们介绍了今天来办理结婚
证的新人们的人数情况。通过交流，
我又进一步了解到婆婆的工作职责
是指引新人来领结婚证，最后婆婆还
向我们展示了七夕节这天婚姻登记
处送的纪念礼物，一朵镀金的玫瑰。
婆婆说她能见证那么多新人步入婚
姻的殿堂，很为新人感到高兴。

走出大厅，阳光照耀着大地，我
和妈妈在树荫下走着，整个空气中
仿佛都弥漫着甜腻腻的味道。爱在
七夕，今年这个七夕节真不一般！

实小教育集团平冈校区
五（4）班 袁紫菡
指导老师 孙亚明

爱在七夕

支教的意义何在？网上有这么一个回答：“当然不是知识，对于很贫困的地方，那一点点知识真的无关紧要。只希望，能给那些处于闭塞环
境下的小孩子一点点‘走出去，看世界’的希望和动力。”

支教，打开一扇窗，让孩子看到外面的世界。支教志愿者就是播种机，种子播在他们心里，相信总有一些能发芽。正如前往共和县支教的
常州教师高亚光说，“我的到来，哪怕只改变一个孩子的命运，那也代表我的付出是有价值的，这就是支教最大的意义。”

———常州人的支教行—常州人的支教行

播撒希望的种子播撒希望的种子

本报讯 8月 6日，从宿迁市
宿豫区大兴中心小学传来喜讯，常
州市东青实验学校0708女子足球
队参加2019年江苏省“省长杯”小
学女子甲组的比赛又一次荣获冠
军。据悉，这是该队已在“省长杯”
三连冠。

东青实验学校0708女子足球
队于2016年9月正式组建。三年
来，队员们除了与其他学生一起正
常上课、写作业之外，其余时间就专
门用来进行足球专项技能的日常强
化训练。虽是冠军队伍，但是队员

没有自大，没有松懈，没有轻视对手，
而是发扬了“团结合作、奋勇争先、永
不言弃”的东青女足球精神，以必胜的
信念、顽强的精神、高超的战技一场一
场地踢好每一个球。

在三天的小组赛中，队员们以三
战全胜小组第一的身份，进入前四。
半决赛中，队员们以2：0胜盐城三小，
挺进冠亚军决赛。8月6日决赛，又以
1：0力克无锡队，获得“省长杯”冠
军。此外，队员袁欣雨获得最佳射手，
朱淼、顾傲琪入选最佳阵容。教练谢
鑫荣获最佳教练员。 （杜明）

东青实验女足队
“省长杯”三连冠

本报讯 近日，江苏理工学院师
生代表4人受邀参加在德国埃森举
办的第三届埃森市国际青年会议。
此次会议主题是“欧洲-你的挑战-
你的选择-你的机会”，来自中国、
德国、英国、法国、芬兰、俄罗斯和波
兰的青年汇聚一堂，交流学习，增进
友谊，共同成长。

会议期间，各国青年通过主题
报告、走访参观、座谈交流、篝火晚
会、团队游戏等不同形式，从不同的
方面感受多元文化的魅力。在“国
际之夜”活动中，江苏理工学院学生

通过制作内容新颖的PPT，介绍了江
苏常州深厚的人文底蕴、历史文化名
人以及日新月异的城市发展，让各国
青年对常州这座城市有了更加深入的
了解。

会议旨在为各国青年搭建思想和
文化交流平台，探讨国家的文明互鉴
与共赢发展，对凝聚友好共识、促进交
流合作具有重要作用。德国埃森市市
长托马斯·库芬表示，此次会议是一次
青年盛会和文化盛宴，埃森市愿意在
各国青年交流中发挥作用。

（许琳 尤佳）

江苏理工师生

受邀参加第三届德国埃森市国际青年会议

即将进入大三的常州大学学生赵
景今年又一次踏上了支教之路。第二
次支教，她来到了祖国的西部——甘
肃天水王家铺村小学。

“第一天到校，一个瘦瘦的小姑娘
就引起了我的注意。”赵景说，她始终
在一旁唯唯诺诺地看着他们。其中一
位支教教师和她搭话，她也不说话，而
是直接给了老师两个李子，说是自己
亲手摘的。“这位小姑娘笑得很腼腆，
但这辈子我无法忘记那张笑脸。”赵景
表示，孩子稚嫩、单纯的小举动，让整
个团队在和孩子们初次见面后满怀激
情。

赵景负责一到六年级的美术。“色
彩最能给人艺术启发的元素，在备课
时，我决定开展一次脸谱课。”赵景告
诉记者，这是孩子们第一次真正意义
上的美术课，六年来，孩子们没使用过
颜料。

在立体的面具上勾勒脸谱轮廓，
从最开始的小心翼翼、无从下笔，到后
来的自信挥洒、大胆设计，第一次接触
颜料，孩子们完成了一次挑战。“但是，
也有一段插曲让我揪心。”赵景告诉记
者，一位学生不小心把脸谱的鼻子画
花了，想尽办法都不能还原，反而越来

越脏。看着自己的作品就要“废了”，女
孩忍不住趴着哭了起来。

“她用手遮住面具的鼻子，把面具藏

在桌子下，一直不肯给我看。”后来校长
解释道，这个孩子的母亲意外去世，现在
在重组家庭里生活，特别敏感、自尊心很

强。最终，同学把自己的脸谱送给了她，
她才愿意把面具拿出来给赵景修复。“可
能是长时间缺少关爱，这里很多学生羞
于表达，不敢尝试。”赵景表示，他们所做
的，就是尽量鼓励学生们勇敢地跨出第
一步，释放出心中的小火苗。

离别前夕，赵景的支教团队准备给
孩子们一个惊喜。“这里的孩子们，有很
多是留守儿童，缺少陪伴和交流，直接影
响了他们的成长。”赵景表示，“我们很难
让所有家长都能陪伴孩子，但是我们希
望尽可能地让孩子们感受到被关爱的幸
福与快乐。所以，我们精心筹备了一场

‘心愿会’。”趁着孩子们放学后不在学
校，志愿者们打着手电，不畏上百只飞虫
的“围剿”，在学校楼梯旁的白墙上，给孩
子们绘出一棵心愿树。

小小的心愿树承载着孩子们大大的
心愿：“赵老师给我说过在常州大学等
我，所以我的梦想是考常州大学。”“希望
爸爸妈妈在身边。”“希望家人过上非常
开心快乐的日子，我能好好上学，让爸爸
妈妈为我高兴。”志愿者们把心愿一张一
张地贴在心愿树上，给孩子们留下美好
的回忆，让孩子看到更值得憧憬的未
来。播种惊喜，收获未来，把梦留下，让
爱发芽开花。

常州学子——

让孩子们感受到爱

暑假期间，虽然暂时回常休息，但
是，首批赴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的三
名常州教师——安家中心小学刘小
峰、东青实验学校高亚光和觅渡教育
集团刘志宽仍然保持着和支教学生们
的联系。三个老师通过班级qq群，为
学生们解疑答惑，同时也与学校教师
在线研讨教学。8月底，三人即将再
次远赴千里之外的共和县城北学校，
继续他们的支教行。

和很多第一次上高原的人一样，
三人遇到了高原缺氧、气候干燥和饮
食不适三大“拦路虎”。除此以外，三
位男教师还需适应生活，从打扫卫生
到洗衣服，一切都要自己打理。

教学上，老师们也遇到了瓶颈。

因为当地风俗和家长理念，学生们对于
学习并不上心，基础知识掌握不扎实、学
习习惯也不如人意，“要想彻底改变这种
状态，很难。所以我一直思考的是可以
帮孩子们改变点什么、留下点什么。”刘
小峰表示，首先从培养孩子学习兴趣入
手。“用激励的方式，以小组为单位竞赛，
达到一定的成绩就可以换取不同价值的
学习用品。”刘小峰欣喜地发现，孩子们
正在慢慢地喜欢上数学。

为了培养孩子们良好的学习习惯，
刘小峰还自费为每一位孩子购买了草稿
本和套尺，逐步养成计算就用草稿本、画
线就用直尺的习惯。同时从最基础的计
算抓起，每两周都会对学生进行计算过
关测试，从20以内的加减法开始，到刚
学的简便运算，每一位学生都要练习到
达标为止。

慢慢地孩子们喜欢上了这位常州支
教老师。“最让我感动的是，有一次回常

州学习，孩子们知道后，有的拉着我的
手，有的孩子趴在我肩上，动情地说：‘老
师你要快点回来啊，我会想你的！’。”

新婚不到半个月，高亚光就踏上了
支教之路，义无反顾。“祖国培养了我，那
我就应该用自己的平生所学去回报社
会。”

在学校，高亚光把在香港和江苏所
学到的关于英语教育的先进理念毫无
保留地和同事们交流，把他一路求学的
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和当地的孩子们分
享。他表示，希望他所做的一切能精心
呵护着当地孩子们探索世界的梦，用自
己的平生所学为孩子们打开通往世界
的窗口。

尤佳

常州教师——

三人行，希望给孩子留下点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