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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梳篦制作车间差不多和我们
的教室一样大。在工厂靠北边一排有
七八台机器，有几位阿姨戴着口罩，正
在机器上专心致志地工作。

她们把梳篦放在机器前打磨，神
情专注，一丝不苟。不一会儿，原来毛
糙的梳子就被磨得非常光滑了。这
时，不知谁喊了一声：“快来这里看
哪！”原来在另一边，有一个老伯伯要
给梳子开齿。我们都睁大眼睛围在老
伯伯的身边，想看清楚到底怎么把木
头边开出梳齿来。

他右手拿着一把很特别的大刀，
左手按着一块长方形木板。正纳闷
时，老伯伯的双手开始动了起来：他

小心翼翼地挥起大刀在木头上移动，
另一只手有节奏地随着刀面向后退，
只一会儿工夫，一排整齐的梳齿就出
现了。接下来，老伯伯又把梳子反面
朝上，用刀子的另一边继续走了一
遍。咦？为什么要正反两面都做一
次呢?老伯伯说：“这是纯手工做的，
手工的力度总会有轻重大小，如果在
同一面力度过大，可能会把梳齿弄断
的，两面开，能更好把握用刀的力度，
切开的梳齿也更加均匀、紧密。”

原来制作一把小小的梳子要费这
么多心思和心血啊！

卜弋小学三（2）班 周君怡
指导老师 孙文雅

参观梳篦制作车间

智慧凝聚经典 匠心雕琢华美

观摩梳篦画师画梳篦，他们的工
作状态给了我很多启迪。只见他们端
坐在桌前，目光如炬，手拿画笔专心致
志地描绘着，那神态，好像把梳篦当成
他们的宝贝一样呵护着，又像是在为
梳篦缝制新衣，一针一线、小心翼翼、
不容出错。终于画完了一幅图，看了
看自己的成果，他们长长地舒了一口
气，快速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又继续
画下一个⋯⋯不一会，各种漂亮的图

案在他们手中描绘出来，把梳篦装点
得漂亮、可爱又不失优雅。大家都在
惊叹画师高超的绘画技艺，赞美他们
画出的惟妙惟肖的图案。我却对他们
做事一心一意、专注投入的习惯暗暗
折服，如果我学习、做事，也能像他们
一样踏实、耐心、投入，一定能把每件
事情都做到最好。

戚墅堰东方小学四（2）班 徐嘉凯
指导老师 倪军

把每件事做到最好

寒假里，常州晚报小记者们前往梳篦博物馆、乱针绣博物馆、留青竹刻博物馆进行参观体验。小记者们观摩工艺美术作品，采访工艺匠人，亲手制作工艺品，对“常
州三宝”和“非遗”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在解说员的带领下，小记者们参观
了梳篦博物馆，这里的梳篦图案样式琳琅
满目，有栩栩如生的鱼儿，有惟妙惟肖的
唐僧师徒，有活灵活现的十二生肖⋯⋯其
中一套“四大美女”梳篦让我停住了脚步，
从解说员姐姐口中得知：披着大红袍，手
弹琵琶的是沉鱼落雁的王昭君；衣着朴
实，容貌却很出众的是倾国倾城的西施；

手拿牡丹花，服饰华丽的是富丽华贵的杨
贵妃；而十指纤纤，冰清玉洁的是如花似
玉的貂蝉。这里每一个制作精良，赏心悦
目的篦子，都需经过“七十二道半”的工
序，一丝不苟地完成，我不由佩服那些制
作梳篦的工匠们的智慧和勤劳。

戚墅堰实验小学三（1）班 贾李心蕊
指导老师 段琦

和梳篦的亲密接触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梳篦，我们参
观了生产车间，看到了匠师们给梳篦
手工开齿、抛光等过程。最激动人心
的就是我们亲手绘制梳子的这一刻
啦！老师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把梳子，
一拿到梳子，我就聚精会神地开始画
了起来。首先，我用嫩黄、珊瑚蓝、浅
蓝和粉红给花涂上颜色，梳子上五颜
六色的花朵好似一齐开放了，栩栩如

生，娇艳欲滴。接着，我用毛笔蘸上绿
色，在花朵的周围画出嫩芽，给花朵增
添了几分勃勃生机。然后写上“春回
大地”四个大字，梳子的一面就装饰好
了。最后我又在反面画上一道美丽的
彩虹，寓意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能拥有
七彩的生活，万事吉祥。

解小教育集团香梅小学三(3)班
蒋俊熙 指导老师 王建琴

“春回大地”

一走进乱针绣博物馆，我就被
震撼到了！

橱窗里陈列的一幅幅绣品巧夺
天工，远远望去像色彩鲜明的油画，
可走近一看，上面却是密密麻麻数
不清的针脚纹路。

我迫不及待地快步走向一副绣
有“千里马”的作品，仔细端详着，这
匹马呈奔跑的姿态，脸朝着外，针、
线完美地穿梭其中，形成一副意气
风发的样子，白里透蓝，仿佛快要向
我冲过来了。绣品的缕缕丝线交错

纵横，画面惟妙惟肖，真让人大饱眼
福！

讲解员介绍道：“乱针绣针长短
不一，方向不同且互相交叉，运用了
分层、加色的手法，使得在色彩上更
为丰富。”的确，我又观察了几幅关
于人物的绣品，形象鲜明突出，栩栩
如生，深深地感染了我。我不禁赞
叹：这些绣工的技艺太高超了，这些
绣品真让人叹为观止！

朝阳桥小学五（1）班 沈奕
指导老师 恽销洁

乱针绣，妙不可言

中国刺绣历史悠久，而常州则以
乱针绣著称，乱针绣的创始人是杨守
玉先生。从远处看每一幅乱针绣作品
如同精致的油画，主题分明，富有层次
感。如果和真正的油画放在一起，足
够以假乱真，让人难以分辨。走近了
看，线条长短交叉，看上去十分凌乱，
但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美感。

在乱针绣作品博物馆中有一幅
作品深深吸引着我——“占领总统

府”。整幅作品线条流畅、色彩丰
富、层次感强，物体刻画精致细腻。
远远望去，战士们高举五星红旗时
那激动、自豪的心情跃然绣画上。
细细看去，针线交错，针法乱而不
杂，密而不堆，立体感强，人物形象
呼之欲出，还颇有西洋油画的效
果。乱针绣技艺真是了不起！

朝阳桥小学六（3）班 厉雯
指导老师 徐建芳

了不起的技艺

本 报 讯 新 学 期 开 启 ，2 月
17-18 日，觅渡教育集团三校区同
步开展“努力奔跑，做有梦想的秋白
好少年”春季开学课程。

17 日的新学期报到日，集团三
校区大门口三扇“觅真远渡”“广为教
化”“冠冕群英”的吉祥门迎接孩子们
的回归。同时，10 位小小书法爱好
者现场挥毫泼墨，书写对新年的美好
祝愿。同学们走红地毯、过吉祥门、
张贴春联、写心愿卡，寄托2019年的
努力目标和美好愿望。值得一提的
是，在报到日当天，钟楼区教文局等
领导，来到觅渡桥小学六⑹班，对见
义勇为的蒋星宇同学进行表彰。

蒋星宇同学及一家人在大年初

一勇救落水人士的善举感动了许多人，
教文局和学校特意为蒋星宇同学颁发
了“见义勇为秋白好少年”的荣誉证书。

第二日的春季开学课程中，各班
的“放飞心中的孔明灯”主题班会则让
学生们放飞心愿，追逐梦想。同学们
纷纷回顾上学期的目标达成情况，并
在新学期树立新目标、制定新计划，制
作心愿卡。老师们根据同学们的个性
化目标进行点评，提出合理化建议，渗
透品格教育。

据悉，学期初的开学课程在觅渡
教育集团已实施多年，既帮助学生从
寒假生活顺利地过渡到学校生活，还
引导儿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
养优秀品格。 （张伟 周礼晶 尤佳）

觅渡教育集团开学课程

做有梦想的秋白好少年
15 日，江苏省 2019 年硕士研究生初试成绩公布。记者从我市几所在常高校了解到，

今年的高分考生较多，其中不乏学霸情侣、高分班级等。记者采访了几位在初试中取得优
异成绩的学生，了解他们考研背后的故事。 尤佳 王嘉晖

考研背后的故事

赏“非遗”技艺，品工匠精神 乱针绣里的彩色世界

在梳篦绘制体验馆，一位阿姨给我
们分发崭新的木梳，听完注意事项后，我
们迫不及待地画了起来。

我瞥到了梳子上的空白花朵。有
了！就画桃花吧，还有现成的轮廓呢！

我先用笔尖蘸了一些墨绿色的颜料，
均匀地将空白的叶子轮廓填满，几片生机
盎然的绿叶诞生了！花朵涂什么颜色
呢？这时，我突然想起了工作人员指导时
说过：“想画花的同学注意，花朵的颜色是
从中心向外晕染的⋯⋯”我灵机一动，先

用白色颜料涂抹花瓣，再将梅红点在花心
的位置。哈哈！一枝桃花就画好啦。

细细观赏着这把梳子，那隐隐流转
的木香，勾起了我万千思绪：这古老的

“非遗”工艺，如同镶嵌在工艺文化王冠
上的颗颗明珠，可如今，就算是土生土长
的常州人，能透彻了解这些传统工艺的
也是寥寥无几。这些工艺从历史走来，
我们应该将它传承下去！

花园小学六（4）班 闻芷涵
指导老师 周琪

传 承

本报讯 近日，由国管局、国家发
改委、财政部公布的2017-2018年
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中，常州市
刘国钧高职校在列。据悉，江苏省共
有50家单位获评，常州市仅有5家。

据悉，节约能源渗透在该校日
常教学和生活中：学校建设投入了
生活区中水回用系统，将学生公寓
淋浴水回收处理后回送至公寓卫生
间冲洗马桶等；在图文信息楼投入
地源热泵空调系统，供图文信息楼、
教学楼区域制冷采暖；采用合同能
源管理方式，使用太阳能+空气源
热泵的方式制热水供应学生公寓集
中淋浴；部分道路使用了太阳能、风

能路灯；全校使用了远程水、电计量监
测系统。同时学校通过节水周等活
动、编制校本教材、参与生产实践等措
施，培养与引导全校师生自觉的节能
意识与行为。

据悉，刘高职新校区运行九年来，
每年都进行相关节能改造项目，并依
托二期建设投入相关太阳能发电等节
能产品及相关技术，使学校在节约型
公共机构创建中达到了新的高度，在
节能型校园建设上取得了显著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学校未来
将进一步提升节约能源资源工作水
平，在节能校园建设领域发挥示范辐
射作用。 （李香 尤佳）

刘高职：

节约能源渗透日常教学和生活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今年有一对学
霸 情 侣 考 研 。 来 自 机 电 工 程 学 院
2015 级能源动力与工程专业的易沛
和机械工程专业的朱冰睿，研究生初
试成绩分别为410分和414分。

两人的结缘是在大三快结束时。
易沛那时了解到朱冰睿要报考重庆大
学。“为了能与她在一起，我做了一番
研究，最终也决定报考重庆大学。”两
人分别报考了重庆大学的计算机技术
专业硕士和机械工程专业硕士。

决定考研到考试仅余半年。从前
游戏不离手的易沛再没玩过游戏。两

人坐在同一个考研教室里，朱冰睿坐在
易沛背后，“监视”着男友。考研教室，食
堂，操场，宿舍，各个角落都有两人奋斗
的身影，成为了爱情最美的模样。易沛
和朱冰睿两人的日常就是在考研教室奋
笔疾书，互不干扰，一直到晚上 10 点
40 分。为了卸下一天的疲劳，他们总是
在学习过后一起散步，这也成为了一天
中轻松的时刻——两人倾诉心声、调整
进度、互相勉励，带着甜蜜回到宿舍。

易 沛 在 考 研 前 ，是 标 准 的“ 学
渣”——高等数学在及格线徘徊。为此，
朱冰睿更加严格督促易沛学习，同时也

为他提供了很多帮助。“因为他要跨专业
考研，所以我会把整理好的基础课资料，
给他一份。”

谈及考研准备过程中最难忘的事，
他们的回答竟然是“吵架”。因为易沛的
政治很差，朱冰睿害怕男友考不上，他们
共同设想的美好结局无法实现。尽管吵
了很多次，但因为考研的目标——他们

总能马上和好。
机电工程学院2015级辅导员朱玉也

算两人爱情的见证人。“朱冰睿是非常个性
的女孩子，易沛为人低调，他俩在考研路上
选择了同一所高校，我相信他们是将这段
学习历程作为共同的事业在努力。”朱玉希
望朱冰睿和易沛能携手跑完最后的路程，
放平心态，为复试做好更充足的准备。

情侣学霸初试成绩均在410分以上

一起奋斗，才是爱情最美的模样

江苏理工学院 2015 级通讯 1 班
的考研初试成绩，也较往届有了历史
性的突破。全班 16 人考研，1 人初试
成绩获得 400 分以上，380 分以上 2
人，350 分以上 6 人。若对照去年国
家线，16人中，仅有2人未达线。

教师肖淑艳是该班的专业课教
师，也是该班的班主任，伴随了通讯 1
班四年大学时光。肖淑艳告诉记者，
1 班在大一入学，班级成绩并不是很
好。“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该班
的学生都比较踏实，班级的学习氛围
也很好。”良好的班风，在大二大三的
期末考试中得到了印证。“班级整体成
绩很快就上去了，学生们进步很大。”
肖淑艳告诉记者，从大三下学期起，班
级内10多人开始准备考研时，学习氛
围就更加浓郁了。“学生们大部分以宿
舍为单位，一起结伴复习。”肖淑艳说，

还有的学生主动联系到她，咨询考研的
相关问题，而她也不遗余力地帮助学生
们搜集资料，联系往届考研成功的学长
学姐，传授经验。

学生王超是该班的最高分，407 分。
“之前并没有决定考研，只是父母极力建
议我去，所以我才打算试试。”虽然只是抱
着尝试的心态，但王超也不敢懈怠。“整个
暑假，我都没有回家，一直在校自己复
习。”王超告诉记者，假期内每天有长达十
几个小时的学习时间，两点一线，幸好有
同学的陪伴，让他不感觉孤单。“我们班至
少有10名考研的同学留校自习，还有一
些在外面上考研补习班。但是大家都会
在遇到问题时共同探讨，遇到开心事共同
分享。”王超表示，有了家人的支持和同学
的陪伴，他才没有被压力压垮。“考研唯一
的秘诀就是坚持，科学制定好学习计划，
建立自信，按部就班，不急不躁，就够了。”

全班16人考研，9人350分以上

好学班风，所有人都不敢懈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