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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妈十一年级：休息
在家更累

坤妈-11：至少你在家
陪孩子了

琳妈十一年级：陪着
心累

坤妈-11：我不陪心也
累

琳妈十一年级：还要
干活，身累

坤妈-11：就盼着天天
上课

琳妈十一年级：起码
瘦一斤

坤妈-11：你瘦这么快
的，再多吃点又补回来了，
肉肉走得快来得也快。我
累到口腔溃疡了，说话都
影响的

琳妈十一年级：要多
睡

坤妈-11：身累心累
菲妈 9 年级：要坚持

吃维生素 B，维生素 C，天
天来两粒

毛毛 八年级：@坤妈-
11 猕猴桃挑熟的，一次吃3
个，一天两次，吃两天溃疡
的地方就不疼了，每天搭配
水煮蛋2个，恢复得快

坤妈-11：水煮蛋天天
一个

毛毛 八年级：坚持，
有用的

坤妈-11：今晚继续猕
猴桃

毛毛 八年级：操心太
多也不容易好，要心情愉
快

坤妈-11：是的，心情
很重要，不过我不是个会
操心的人

休息在家反而更累

本报讯 5 月 5 日，新
北区泰山小学“小哪吒中
队”走进新北区邮政局，寻
访荣获第十七届“江苏省
十佳文明职工”称号的朱
新财。

当天，朱新财带队员
们参观了邮递员分拣包裹
的现场。队员们聆听了朱
新 财 讲 解 邮 递 运 作 的 过
程，迫不及待体验了一番，
他们感慨：朱伯伯工作 19
年 ，投 递 625 万 件 ，零 差
错，零投诉，太不可思议。

在 机 器 分 拣 工 作 车
间，队员们被眼前纵横交
错的输送纽带震撼了。邮
递业的科技化、智能化让

队员们为家乡的发展感到
自豪。

参 观 完 两 个 分 拣 车
间，队员们走进朱新财的
办公室。朱新财跟大家详
细介绍了每面锦旗背后与
孤寡老人的故事，队员们
被他的善心所感动。有队
员表示，从朱伯伯的话语
中，自己感受到了一个老
党员的情怀、责任担当。
即使在疫情期间，他也尽
自己所能，做好分内事，公
益事，为湖北疫区、小区居
民 第 一 时 间 送 去 防 疫 物
资，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
力量。
（陈素云 杨曌 图文报道）

新北区泰山小学

寻访抗“疫”先锋
争做时代新人

本报讯 日前，江河港武水务
（常州）有限公司向武进区实验小
学教育集团“树人教育发展基金”
捐赠 30 万元，专门用于教师发
展，助力教育事业。

据了解，江河港武水务有限

公司秉持“以水为本、发善社会”
主旨，在发展壮大的同时，用实
际行动践行企业责任。武进区
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有武实小、武
实小分校、李公朴小学、人民路
小学四所成员校，一所跨省合作

办 学 学 校 ，两 所 联 盟 校 ，拥 有
1000 多名教师。近年来，集团
在教师发展与学生成长上取得
了佳绩，实现了从“优质”到“新
优质”的跨越。

（武教宣 杨曌）

武实小教育集团

企业爱心捐赠，助力教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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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嗨
这里是家长交流孩子成长的自由平台

在这里，你可以倾诉孩子成长的烦恼

在这里，你可以分享同城家长教子心得

在这里，你也可以寻求教育的最前沿资讯

请加入晚报教育

QQ群

群言无忌群言无忌

时间：本周 出处：晚报教育家长群

再过两天就是母亲节
了，你是否已经想好要给
妈妈什么惊喜？

对于自家宝贝准备的
礼物，相信很多妈妈都是
一个态度——嘴上说“不
用”，心里却有些小小期
待。

是呀，即便是“为母则
刚”，也会在这一天，被孩
子的一番心意融化吧。

本期，三个小朋友与
我们分享他们为妈妈准备
的“母亲节”礼物，以及想
对妈妈说的“心里话”。

妈妈，我对你的爱，不止在母亲节这一天

“妈妈，这是我为你做的
小口罩，你喜欢吗？”昨天，庄
女士刚下班回家，儿子瑞瑞
就跑到她面前，把自己刚做
好的母亲节礼物递给她，还
在她耳边说了句“妈妈，我爱
你”。

怎么会想到自制口罩当
礼物呢？原来，庄女士是我
市一所小学的语文老师，每
天在学校全程都得戴着口
罩，有时一节课下来，口罩就
湿了大半。于是，“小暖男”
瑞瑞就想到给妈妈做个口
罩。“妈妈戴口罩太闷了，我
做一只新口罩可以给她换着
戴，保护她的健康。”

有了灵感后，瑞瑞就找
爸爸当“外援”，百度了口罩
的剪裁图案，在一张洗脸巾
上画出轮廓，自己剪下来。
有趣的是，刚刚学了拼音的
他，还用红笔在口罩上写下

“ma ma”几个字母，并配上
了可爱的爱心图案。不出半
小时，一只“爱心”小口罩就
制作完成了。

庄女士说，虽然口罩太
小，没法试戴，但儿子的心意
最重要，自己非常感动，“这
次疫情让我和儿子相处的时
间更长，也更注重培养儿子
的健康防护意识。所以，相
比往年母亲节他画贺卡送给
我，今年这个自制的口罩，让
我尤其欣慰，说明他已经有
了这样的意识。”

“亲爱的妈妈：
还有几天就是母亲节了，我超

级想你，希望我不在你身边你每天
都开心！我知道你是去帮助边疆
的孩子，你一定要保护身体！我用
零花钱买了护肤品寄给你，祝愿你
每天都美美的！妈妈，我想你，你
说想你就看月亮，我看着月亮在想
你，你看着夕阳在想我吗？妈妈，
你放心，我一定照顾好自己，照顾
好家里，管好你给我的钱。我爱
你，妈妈！母亲节快乐！”

这是局小二年级女孩辰辰写
给妈妈的一封“家书”。一个多月
前，辰辰妈妈，常州援新疆乌恰支
教团成员、新北区河海实验小学科
学老师陈雨薇踏上支教之路。分

别的日子里，虽然视频连线，但母
女依然保持着定期写信的习惯。
令陈雨薇没想到的是，女儿时刻牵
挂着自己的健康，还用省下的零花
钱帮自己买面膜，她的懂事，让陈
雨薇心疼又倍感宽慰。

“援疆这个选择，牺牲最大的
就是女儿，她把最爱的妈妈、最好
的朋友借给了边疆的孩子们。”陈
雨薇说，常州和乌恰有近四个小时
的时差，才让年仅 8 岁的女儿讲出
了“我看着月亮在想你，你看着夕
阳在想我吗？”这样动情的告白。

“我只有每天努力工作，把爱带给
新疆的孩子们，才对得起女儿的牺
牲与期望，我们一起互相鼓励，慢
慢成长。”

常州市博爱小学三（13）班爬
山虎中队的吴御舟为妈妈制作了

“盾牌干花书签”。“妈妈像我的‘盾
牌’，而自己是‘花朵’，在盾牌的保
护下健康成长。”吴御舟说。他在
书签上这样写道，“妈妈生下了我，
陪伴我成长，给予我无私的爱和教
诲，我非常感谢妈妈。”

在三（13）班，还有不少像吴御
舟一样制作干花书签送给妈妈的
孩子。班主任王舒嘉介绍，他们班
在校内有块种植园，里面的鲜花、
绿植都由孩子亲手打理。最近有
些花的花期到了，孩子们就提议将
这些花瓣和叶子利用起来，做礼物
送给妈妈。“在我心目中，我的妈妈

是最温柔美丽的女人，像花一样甜
蜜。所以我想用粉红色的玫瑰花
瓣做成爱心书签送给妈妈。”李子
涵说。

王舒嘉表示，做成干花书签，
保存时间更长，既锻炼动手能力又
有意义，是很不错的母亲节礼物。

收到女儿英宝仪的“小水滴”
干花书签后，妈妈贾女士感慨万
千。“又到母亲节，如今升级为两个
宝妈的我，才深刻体会做母亲的艰
辛与不易。感恩妈妈，带给我生
命，感恩小宝贝们，走进我的生命，
给予我二次自我成长和完善的机
会。”

杨曌 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给妈妈的礼物：一封“家书”和一盒面膜
人物：辰辰（二年级）

给妈妈的礼物：干花书签
人物：博爱小学三（13）班爬山虎中队

给妈妈的礼物：
“爱心”小口罩

人物：瑞瑞（幼儿园大班）

瑞瑞在为妈妈做口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