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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0日下午，觅渡教育集团觅渡校区的部分小记者到武进余巷村冯仲云将军
的故居开展寻访活动。活动中，冯仲云将军的侄子为小记者们介绍了冯仲云将军的生
平事迹，故居中的图文资料更让小记者们对冯仲云将军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下面就让
小记者们来聊一聊寻访的感受吧。

3月20日下午，我们觅小小记者一
行怀着敬仰的心情来到了常州武进余巷
村，冯仲云将军的故居，就静静地坐落在
这。

初春还是有些凉意，但我看到故居
门前的黄灿灿油菜花，我的心里顿时温
暖了起来。人一进门，就好像来到了另一
个世界，幽静的四合院，淡淡的阳光洒在
房檐上，一点也不显得冷清。故居的管理
员，也就是冯仲云将军的侄儿冯明歧老
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在故居的东边，有一个陈列大厅，摆
放着各种展板和实物，浓缩了冯仲云将军
一生的经历。冯老先生一面带我们参观故
居，一面跟我们讲解冯仲云的生平事迹。尤

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冯老先生讲到冯仲云
学习一直非常刻苦认真，并以优异的成绩
考取了清华大学数学系，在校期间受各类
进步刊物的影响，逐渐萌发了反帝反封建
的革命思想。学校毕业后，他觉得当时的社
会只有革命才能救国，所以他毅然投身革
命。投笔从戎，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多
么强烈的爱国热情啊！

余巷之行，感概万千，斯人虽去，其
物尤存，那里的一桌一椅、一砖一瓦，无
不引起我们对伟人的深切纪念。这一天
让我获益颇多。我觉得自己更进一步的
了解了这位伟人。

觅渡教育集团觅渡校区

四!

'%

"班 姚忞孜 指导老师 孙岚

了解冯仲云
我们小记者要去参观冯仲云故居

了，虽然我根本不太了解他，但是我心
里依然很兴奋。一路上我脑袋里冒出
了许多问题：冯仲云是谁？冯仲云有什
么功绩？冯仲云的故居是什么样的？随
着一路的“颠簸”，我们来到了冯仲云
的故居。

来到冯仲云的故居，首先映入眼
帘的横幅上面写着“祝冯仲云抗日胜
利七十周年”。哦，他是一位的抗日英
雄。进入故居冯仲云的侄子冯明歧爷
爷就给我们充当解说员。通过他绘声
绘色地讲解，我知道了：冯仲云是东北
抗日联军著名将领，他还有一群赫赫
有名的战友冷云、赵尚志、赵一曼、张
兰生等。哦，他还是一位了不起的抗日
英雄呢！冯仲云1930年毕业于清华大
学，就连大家非常熟悉的数学天才华
罗庚也是他的师弟呢！他居然还是一
位伟大的数学家！建国后，他历任了江
苏省人民政府主席、哈尔滨工业大学
校长、北京图书馆馆长等职务。解放
后，他也为祖国的建设作出了很多贡
献呢！

与常州三杰相比，冯仲云爷爷显
得多么鲜为人知，然而他所为中国做
的贡献一点也不亚于常州三杰，他对
革命事业十分坚定，拥有一颗伟大的
爱国之心，忠贞、卫国、使东北人民不
受奴役是冯仲云舍生忘死为之奋斗一
生崇高信念，为了大家的幸福，他甚至
愿意付出自己的生命，他的事迹值得
我们大家学习。

觅渡教育集团觅渡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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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杨懿凡

指导老师 孙岚 徐凤英

今天下午，我们觅小的
小记者一起冒雨参观了冯仲
云爷爷的故居。冯仲云的侄
子———冯明歧老先生，他热
情地给我们讲解了冯仲云光
辉的一生。

一进门，就看见冯仲云
爷爷写的几个大字：为祖国
的光荣而努力学习。看得出
来，冯仲云爷爷曾经是多么
认真、刻苦地读书。冯明岐
爷爷告诉我们：1920年，冯
仲云爷爷在进余巷小学高
小班学习前没有学习过数
学，难免跟不上，第一次考
试，数学考了个零分。有个
绰号“麻皮”的同学，拿着那
张零分的试卷在教室里边
跑着晃给同学们看边叫：
“冯仲云考了零分！冯仲云
考了零分！”小冯仲云感到
十分羞辱，但他一声不响，
暗下决心，一定要把数学学

好。于是，他把所有的时间
拿来学习，别的小朋友玩乐
的时候，他在看数学书；别
的小朋友睡觉的时候，他又
在看数学书到深夜；甚至吃
饭的时候，手里都捧着数学
书学习。冯仲云用了半年的
时间，补上了前四年的数
学，第二学期时他已经是算
术课的优等生了。后来，冯
爷爷潜心研究数学，1926
年 考 入 了 中 国 名 牌 大
学———清华大学的数学系，
并且成为当年曾经发现培
养华罗庚的熊庆来教授的
学生！冯爷爷真厉害！

我要学习冯仲云爷爷对
待学习不畏艰难、坚忍不拔
的精神，好好学习本领，长大
了为祖国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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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石晓妍 张瀚文

指导老师 刘海燕

在冯仲云爷爷的事迹中，最让我感动
的还是冯仲云爷爷在东北办烈士子弟学校
的故事。1949年，冯仲云爷爷在哈尔滨工
业大学做校长时，见到很多东北烈士的遗
孤都无家可归，在他的提议下，创办了东北
烈士子弟小学，让很多孩子都得到了最妥
善的安置和最好的教育。当时，新中国刚刚
成立，学校物质条件很不好，但他还是想尽
办法来照顾这些特殊的孩子，亲自挑选陪
住和授课老师，让孩子们每天都能喝到一
点牛奶，每天都保持床铺的干净整洁，年三
十晚上，他都给孩子们发小礼物、小玩具，
烈士子弟学校成了这些孩子们的家，这些

孩子们都没有父母，都把冯仲云爷爷和他
的妻子当成亲人，称呼他们为“冯爸爸”和
“薛妈妈”，这些孩子长大之后在回忆中都
说，冯仲云爷爷把爱的阳光洒满了烈士子
弟学校的每个角落，给孩子们留下了很深
的烙印。

听了冯仲云爷爷的事迹，也让我认
识到作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新
一代，我一定要好好学习，积累知识、凝
聚力量，长大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做出积
极的贡献。
觅渡教育集团觅渡校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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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石恬熠

指导老师 刘志宽

今天，我们作为觅小的小记者，跟随
着老师来到了抗日英雄冯仲云的故居参
观。由冯仲云的侄子———冯明歧老先生
给我们讲解冯仲云光辉的一生。

那是 1938年的冬天，在令人难以
想象的艰苦条件中，冯将军领导了无数
的战斗，获得了一场场的胜利。听着听
着，我的眼前仿佛浮现出这样一幅场景：
硝烟弥漫的战场，一位头戴五星帽的威
武的将军振臂高呼前进，冲锋陷阵，英勇
杀敌……我情不自禁地问馆长：“是什么
让冯将军能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战斗

呢？”冯馆长饱含深情坚定地说：“爱
国！”

是呀，对祖国深深的爱，让冯仲云将
军放弃擅长的数学，投身于革命事业；让
他与亲人分别十余年；让他奋不顾身地
战斗在第一线……觅小是冯将军的母
校。作为一名觅小学子，我们也满怀对祖
国的热爱，今日我是莘莘学子，明日必将
成为将建设祖国的栋梁。

觅渡教育集团觅渡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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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巢瑛 王澄涵

指导老师 白改侠

初春的下午，细雨蒙蒙，觅渡教育集
团的小记者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到了冯
仲云故居。冯仲云是我们觅小的校友，是
东北抗联英雄，为了党的事业奉献了自
己光辉的一生。

进入冯仲云纪念馆，首先映入眼帘
的是一幅冯仲云将军的照片，周围全都
是书画。再往里走，你会看见墙上贴满了
关于冯仲云同志生平事迹介绍，图文并
茂。陈列柜里还有很多冯仲云同志当年
用过的物品：雨衣、羊皮大衣……当我看
着这些震撼人心的图文，听着冯明歧馆
长说的故事，我内心的激动油然而生，因
为我———能够真切的感受到将军那颗炽

热的心灵和那恒久不熄的爱国热情。
听老馆长说冯仲云先生的重孙也是

我们觅小的校友，现就读于正衡中学。他
从小就在故居里长大，听着祖辈的英雄事
迹，受环境的熏陶，耳濡目染，也是十分热
爱学习呢！
通过今天这个有意义的活动，我明白

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先烈的付
出我们永远铭记，先烈的精神我们承接。
我们要好好学习，强大自已，为祖国的繁
荣昌盛添加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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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刘雨涵 陈柏宇

指导老师 孙岚

小记者寻访冯仲云故居

传承精神，旗帜高扬

祖孙同是觅渡人

将军的故居

爱国的力量

“冯爸爸”

零分的故事

协会公告

本报讯 一年一度的百佳小记者评选活动开始啦！
亲爱的小记者们，如果你感觉自己在 2014年的小记者
活动中表现活跃、成绩突出，可以积极参与自荐。下个
月，我们将选出 100名优秀小记者，并举行颁奖典礼，
颁发荣誉证书！

本次活动由中共常州市委宣传部、常州市文明办、
常州日报社、常州市教育局、常州市小记者协会主办，常
州四药制药有限公司协办。除了评选出百佳小记者，活
动还将评选出十佳小记者站、优秀小记者辅导员。在
2014年度在册的小记者，各校的小记者站（小记者人数
达 100名），各小记者站的辅导老师，都可以报名参加。
参加办法如下：

1．参加者将个人或本站的基本情况(综合成绩)填
写在参赛报名表上，报名表可以通过登陆常州小记者网
（www.czxjz.com）下载。

2． 参加者须提供自荐材料一份，以及曾获得的
成绩（奖状）、证书、刊发稿件的复印件，并附必要的文字
说明。

3．报送方式：参加者如实填写好报名表后，以学
校为单位，于截止日期前送至小记者工作室或发送至小
记者协会邮箱。
地址：和平中路 413号报业
传媒大厦 1202
联系电话 86630997
E-Mail：czxjzyx@126.com
活动报名截止日期：2015年
3月 30日（小记者工作室）

2014年度
百佳小记者评选开始

欲知更多内容#请添加小

记者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