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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
地

国有国法，家有家风。
说到家风，就不得不提到我家的

老党员——爷爷，他出生于湖南山区，
家里比较穷，年轻时响应国家号召参
军入伍，后来复员进入一家大型企
业。他一辈子勤俭节约，家里的老物
件是修了补，补了修，有的老物件甚至
比我爸爸的年龄都大。

可就是这么“老抠”的一个人，却
带头干了一件大事。爷爷家楼下住着
一位孤寡老人，平时爷爷也常给他送
点热汤热饭。天有不测风云，前段时
间，社区安排体检，那位孤寡老人被

查出患有癌症，由于家中清贫，老人
决定不去医院，就在家中等死。爷爷
知道后，心急火燎地来到老人家中说
服老人去医院治疗，并用自己多年来
的积蓄为老人交了首期治疗费用。
爷爷还在社区利用捐助的形式为老
人筹款；数次跑去新北区、市区总工
会为老人申请特困补助⋯⋯我问爷
爷：“平时看您不舍得花钱，这次怎么
舍得把钱全给楼下爷爷治病呢？”爷
爷笑了笑说：“傻孩子，这怎么一样
呢？我平时不舍得花的是享受钱，而
这个是救命钱，必须花！”“哦！”我用
力地点了点头。

博爱教育集团龙锦小学
六（3）班 滕梓妍
指导老师 马月

做善人 行善事

“一个人能不能成大事，关键看他
的格局是否大。”每当我遇到问题，总
会想起爸爸说的这句话，脑海中不禁
又想起了那件事。

那天，我与同学因打球起了矛盾，
心里满是怨恨。怨同学不能明白我的
苦心，怨老师曲解了我的话。所以一
回到家见到爸爸，我就对着他越说越
气，越说越委屈，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
了，根本没有在意爸爸沉下了脸。

“佳佳，停一下⋯⋯”爸爸毫不客
气地打断了我。我愕然抬起头，爸爸

居然没有安慰我。“你回到家后就一直
在抱怨，我发现你把责任都推给了同
学，那么你当时的行为是不是也因为
气愤而过激了呢？”听到这，我的脸刷地
红了。是啊，我当时因为丢球失分而气
急败坏，气氛一度十分紧张，还惊动了
老师。被爸爸这么一提醒，我意识到了
自己的无礼。爸爸和蔼地拍拍我的肩：

“发生了问题，怎么可能只有一方的
错？你得学会换位思考哦。”其实爸爸
的严厉批评中饱含着对我更高的期望，
而我在爱的鼓舞下，不知不觉地改变着
自己的言行，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博爱教育集团龙锦小学
五（7）班 万谦豫
指导老师 许晓英

做更好的自己

第二任校长徐槐青为了使二十
四中学成为常武地区先进中学，努
力刻苦教育学生，最终病倒在办公
室里。有人说是什么力量使校长如
此呕心沥血？那就是对教育理念的
执着与创新！正是这种力量，使得
二十四中的每一任校长都以徐槐青
为榜样，认真努力工作；使每一位老

师认真负责，潜心教学；使每一位学
生认真学习，专心听讲。

九十年风雨兼程，九十年改革
创新。二十四中的昨天，是先辈创
建来的；二十四中的今天，是老师传
承来的；二十四中的明天，需要我们
去创造。在历史的长河中，先辈、老
师与我们一起努力，为二十四中的
未来更加灿烂美丽。

常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七（6）班 巢宸宙
指导老师 史佳奇

昨天的故事

能够参加这次活动，我感到很自
豪，能够在校庆舞台登台演出，更是
一件令我终身难忘的事情。每个人
都在为发展大会奉献自己的力量。
手中挥舞的旗子，干净利索、刚劲有
力，不带半点含糊，绽放出少年应有
的豪情壮志。自信的光芒溢出，充斥

着整个会场。
九十载，你送走一朵朵晚霞，迎

接一缕缕曙光。九十载，你抚育一
棵棵幼苗，培养一株株桃李。九十
载，不是终点，而是一个继往开来的
新起点。展望未来，当百年华诞之
际，我们二十四中定将再创辉煌，光
耀龙城。

常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七（4）班 梅思妍 石留鸿
指导老师 杨文君

参与登台演出

表演拉开了帷幕，悠扬的乐声
传来，开场便是震撼人心的民乐合
奏《奋斗新时代》。

灯光晃动，每一位二十四中人
的心也随之荡漾。台上的演奏者表
情庄严。忽然一声浑厚的鼓声传
来，我仿佛看到了我们的徐槐青老
校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仍心怀教
育，把学习的种子散播四方。鼓声

渐歇，竹笛、琵琶、箫等乐声慢慢合
成了一首动听的乐曲，似乎历任校
长们励精图治的身影逐个闪现。就
在这时，音乐戛然而止，只有那轻微
的瑟声低吟，这代表着我们二十四
中生生不息的精神，那不因战火、灾
祸而消失的精神！乐声渐强，变得
更有活力和激情，各种乐器交织，仿
佛是每一位老师与校友在新时代努
力奋斗，汇成了一首和谐的乐章！
正是一辈辈教育家的努力，培养出
莘莘学子，才让我们现在拥有如此
幸福的生活。

音乐停止，可是我耳边仍余音
袅袅，心中也久久无法平息。尚雅
而行，厚植未来，我们新一代的二十
四中人必将不负重托，心怀使命，为
母校增光添彩！

常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七（6）班 包轩宇
指导老师 史佳奇

奋斗新时代

我穿着校服，怀着激动的心情走进
会场。发展大会开始了，首先是由民乐
团演奏，奏响了新时代的新乐章。接下
来是诗朗诵、唱歌、跳舞等节目。其中，我
最喜欢的节目是啦啦操，当音乐一响起，
表演的人面带微笑，手中拿着花球，迈着
轻盈的步伐进场，瞬间给人一种活力四射
的感觉，手中的花球就像是一个个小太
阳，映照在每个人的身上。最扣人心弦的
是情景剧，讲述了校长和学生之间的故
事，体现了在那个条件、设备简陋的年代，
学校还依旧把教育放在第一位。

我亲爱的二十四中，在校训“养正尚
雅”的引领下，您培养的孩子不光成绩优
异，品德更加高尚，很多人已经成为各行各
业的栋梁，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着力量。

常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七（6）班 朱伶 指导老师 史佳奇

我为您骄傲

作为一个卓雅学子，我很荣幸参加
这次活动充当一名志愿者。我看到许多
已经毕业的学长们换上统一的服装，聚
集在教室的讲台边，时不时传出爽朗的
笑声，他们围在一起，似乎是在交谈着毕
业后发生的趣事。哦，是老同学聚会，想
来也有十几年没见了，怪不得这么喜悦。

我转身刚走了两三步。“同学，历史教
室在哪儿？”我一看，是一位已经上了岁数
的阿姨，我带她走着，一路上她左顾右盼，
感叹道：“三十年没见，学校已经发生了这
么多变化！”我很好奇，只听她说：“以前还
在校的时候，许多东西还没有，学校也比
较陈旧，现在都已经这么好了啊。”

我想，或许我们毕业，经过几个十
年，随着时代发展，学校设施会更加先
进，到那时，我们也会回忆，也会惊讶，也
会感叹吧。

常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七（6）班 李若漪 指导老师 史佳奇

美好的回忆

上月，常州市第二十四中学举行建校九十周年发展大会暨前瞻性教学改革项目“尚雅课程”展示活动。九十载岁月，书
香翰墨，诲人不倦，该校常州晚报小记者全程参与展示活动，用手中的笔记录下当天的精彩，让大家回味不已。

二十四中小记者回味发展大会

尚雅而行，厚植未来

由常州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局联
合主办，常州艺术高等职业学校承办
的常州市第六届“文化 100”大型文化
惠民行动——常高艺第六届《艺魅》之

“祖国，祖国！”大型快闪秀于 1 月 12
日16：00和19：00在常州江南环球港
依次绚丽绽放。两场演出，观众如潮，
掌声不断，11 个节目，立体组合，以更
接地气的形式，为常州“文化 100”惠
民行动再添一片冬日暖阳！

荟艺：艺魅六载全贴近

作为常州市“文化 100”大型文化
惠民品牌项目，《艺魅》已连续六年为
常州的老百姓献上了精彩的文化大
餐，真正走进常州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成为广大市民翘首以盼的冬日约定。
此次惠民展演在礼赞新中国成立70周
年的背景下，植根常州本土文化，整合学
校的艺术资源，融入时代元素，以文化反
哺之心，回馈广大龙城市民。在思想性、
艺术性、创新性、亲民性等方面，再次刷
新了文化惠民活动的新融合和新跨界！

演出在《我爱你中国》钢琴独奏中
华丽开启，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经典旋
律，回荡在时尚街区，引得市民们驻
足、倾听和回味。《我的祖国》《绒花》

《边疆泉水清又纯》《在希望的田野上》

勾起了市民们心中的那份时代记忆和爱
国情怀；《不忘初心》《我和 2035 年有个
约》展望新时代，呼唤和谐与美丽，歌唱
伟大复兴的民族之梦；合唱《我爱你祖
国》《我和我的祖国》、群诵《黄河颂》，言
为心声，情感浸润与宏阔气势再次重温
了70周年的情感高度。

惠民：扎根龙城全落地

六载坚守，不断超越。第六届艺魅走
出剧院，追逐龙城文化地标，在时代背景
下，秉承惠民初心，镌刻常州创意。此次
艺魅在形式上突破传统，打破传统剧院的
舞台局限，一分为三，形成系列，将艺术回
归民众，更贴近生活，普惠民众，真正与民
共享，实现近距离、多场次、全落地。

实地情境朗诵，“三杰”馆里，《谋将
来永远幸福》等声声关情，追念“三杰”的
坚实足迹；专场音乐会，青果巷中，江南
丝竹与古巷邂逅，《梅花三弄》《江南风
韵》《霓裳羽衣曲》等丝韵悠悠，承续龙城
的文化根脉；“祖国，祖国！”大型快闪秀，
环球港内，《我和我的祖国》《满城烟花》

《不忘初心》等歌舞翩翩，紧扣文化复兴
的时代脉搏⋯⋯

艺魅在内容上不断延展龙城文化底
蕴，讲好常州人自己的故事。原创舞剧

《延陵·恨》和《致瞿秋白的歌》等一系列

剧目，扎根龙城，挖掘本土文化基因，成
为“文化100”惠民的精品之作。

汇心：坚守温度全融入

一系列的节目背后凝聚着常高艺的

文化自觉和坚守。常高艺始终将人文素
养与对艺术的追求化为肌体的生机。“三
创三能”“6W”独特的人才培养目标和
办学理念，成为艺魅六年来不断焕发生
机和活力的不竭之源。

精彩的演出离不开优秀的演员。
担 纲 此 次 演 出 的 老 师 有 的 毕 业 于 中
国音乐学院，有的毕业于俄罗斯柴可
夫 斯 基 音 乐 学 院 等 国 内 外 一 流 高 等
艺术学府，他们是学校创新发展生力
军，在常高艺的舞台上成就着自己，
温暖着学生，在每年的省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中摘金夺银，延续着常高艺国
赛、省赛夺冠的传奇。得益于学校专
业的师资和先进育人理念的引领，一
大 批 优 秀 毕 业 生 先 后 步 入 中 央 戏 剧
学院、北京舞蹈学院等国内知名艺术
院校，学校也成为国内一流艺术院校
的优质生源地。

校长高慰表示，常高艺将以此为契
机，扎根龙城，以全贴近、全落地、全融
入的惠民理念推动新时代的文化建设，
为常州成为新时代的文化高地而助力
添彩！

汤先红 吴倩倩/文 张经亮/图

常高艺第六届《艺魅》大型快闪秀亮相“文化100”

一台演出龙城惊艳
六年坚守华丽蜕变 本报讯 1月5日在省常中艺

体中心，知名铁路旅行家、科普撰
稿人罗春晓做客常州公开课，以
摄影图片为引，架起铁路行业与
公众间的桥梁，让普通人了解“日
用而不知”的领域，为近 1000 名
常州市民讲述“镜头下的魅力铁
路”。

在罗春晓看来，“坐飞机在天
上什么也看不见，坐火车就不一
样，会经过很多美丽的地方，更重
要的是，你可以用一颗平和的心
去欣赏这些风景。”

乘坐 K3/4 次跨国列车就是
一次绝妙的体验，罗春晓至今难
忘在二连浩特口岸时，火车换轮
子的场景，因为俄罗斯和蒙古使
用 1520mm 宽 轨 距 ，中 国 是
1435mm 的标准轨距，在边界线
需要更换车轮，人可以坐在火车
里面，感受火车被慢慢抬升起来，
把之前用的轮子换走，再把宽轨
轮子推过来，精准落下来重新弄
好再走。“这种旅行感受，如果你
不坐火车，我相信你一辈子都不
会体验到。”罗春晓认为，坐火车

不仅能够感受到风景的变化，更重
要的是在“移步换景”中感受到不同
文化、不同人的变化。

说起中国最具特色的铁路，当
属京张铁路，虽然中国有太多美丽
的风景，但是只有长城是最具中国
特色的景观。而云南的滇越铁路，
无论是工程造诣、工程难度，还是对
云南 100 多年带来的影响，也都有
独特的意义，因此云南省也在积极
申请中国第一条世界文化遗产。在
现代化宣传中，越来越多的老铁路
受到重视，电影《芳华》就曾在滇越
铁路的碧色寨车站取景拍摄，铁路
的独特魅力不断被发掘。如今，飞
速发展的中国高铁也成为一张靓丽
的国家名片。

在公开课现场，罗春晓老师解
读了铁路中的人文价值和科技更
迭，但是最美的还是画中人。在他
看来，火车带给人的意义，可以总结
为四句话，“感知亲情、寻找浪漫、享
受旅行、体味生活。”当你把火车当
成一种风景和享受，那你也成为其
中最美的风景。

（徐梦霞/文 霍雄鹰/摄）

常州公开课第96讲：

三十万张照片
背后的魅力铁路

我家的“家徽”是一盏廊灯状的手
办，就摆在我家一楼客厅的边柜上。

爸爸最近因为工作，回家很晚，妈
妈还总不给他留灯⋯⋯

一天，两人大吵了一架，妈妈夺门
而出，留下漆黑的门廊。准备睡觉的
我意外发现门廊里隐约散发着微微灯
光，在夜里显得格外温暖，原来是老爸
给妈留了灯！老爸就是大度，不像老
妈小肚鸡肠，我决定趁老爸不在家时
找妈妈评评理。

“妈，你对老爸太过分了，每次老
爸晚回来你都不给他留灯，而你晚回

来的时候他都给你留！”妈妈先是一
愣，继而笑了：“傻孩子，你爸喜欢关照
别人，而不愿让人为他担心，所以我才
不给他留灯。我视力不好，晚上看不
见，你爸才给我留着。”

听着这番话，我豁然开朗——原
来，灯里有着彼此的理解与关怀。妈
妈三十五岁生日那天，爸送她了一个
廊灯状的手办，它成了我们家的“家

徽”。这是彼此细腻的关怀与爱护，同时
也教会我爱护别人，关怀他人。

博爱教育集团龙锦小学
五（4）班 韩屹
指导老师 张丹妮

“家徽”

家长是孩子们最好的老师，美好的家庭氛围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温暖的阳光。在博爱教育集团龙锦小学，这些优秀家长的
日常点滴影响着孩子的成长，在他们多彩的人生旅途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

优秀家风 如春风化雨

拔河决赛，我们以一比二败北，队
员们奔回教室嚎啕大哭。教室里满是
叽叽喳喳的发泄，每个人都有难以解
开的心结。

回到家里，我仍然气愤难平，把比
赛的结果向爷爷哭诉：“因为裁判不
公，我们屈居亚军。”爷爷感到很意外：

“你说裁判不公，有什么依据吗？”我理
直气壮地回答：“当然有依据啰！第
一，哨响时我们并没有被对方拉过去
呀！第二，我们这边的绳子短，旁边的
老师向裁判提了几次，他就是不承
认。第三，比赛中，有位同学的眼镜掉
了，裁判明明知道，就是不肯暂停，这
难道不是故意整人吗？”

爷爷收敛了笑容：“你说的这三点
是不是事实，能不能确定裁判犯规，我
也不清楚。但两支实力相当的队伍角
逐，谁赢谁输，很难预料。因此我们既
要有赢的决心，更要有输的勇气。如
果赢得起输不起，不仅会被人笑话，还
会伤害彼此间的感情。何况双方都是
一所学校的，无论谁赢了，不都是你们
学校的荣誉吗？”

爷爷的话犹如春风化雨，点点滴
滴润入了我的心田。我的心结终于彻
底解开啦！

博爱教育集团龙锦小学
六（1）班 刘彦宏
指导老师 杨琰

春风化雨
解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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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8日，我市促进
学生身心健康主题学习活动在常
州明都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局属
学校校园足球示范校、深化学校
体育改革示范校相关负责人等
200多名代表参加活动。

会议持续两天。雕庄中心小
学、龙城小学、花园小学分享了
学校体育改革一年来实施方法、
过程和成果。二实小、东青实验
学校、实验小学平冈校区、兰陵
小学交流了学校管理和教育教
学的经验。

活动还为 2018 年-2019 年江
苏省健康促进学校金牌学校授牌，
公布了2019年度常州市“优秀校园
体育之星”“十佳校园体育之星”
等。同时，为新晋升的常州市校园
足球示范学校授牌。

据了解，2020 年，我市将继续
大力推进深化学校体育改革，提
升学生身心健康；开展体教融合
工作，提升校园体育赛事品质；持
续市队校办工作，提升学校体育竞
赛水平。

（教宣）

200余名教师共探
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之道

罗春晓镜头下的魅力铁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