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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家人教社
附属实验小学正式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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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农场里生产出了一个小土豆，它
特别喜欢滚来滚去，农场里的所有人都追
不上它。忽然有一天，小土豆觉得在快乐
农场里待腻了，它想了一个奇妙的好主
意：去外面旅行！

就这样，奇妙的旅途就开始了！小土
豆滚啊滚，滚到了旁边的八八农场里。这
时，一只小鸡走过来，它不小心踩到了小
土豆。于是，小鸡脚下的小土豆就成了它
的“平衡车”，在农场里滚来滚去。突然，
小鸡看到前面有棵大树，都没等小鸡“刹
车”就撞了上去。

小土豆滚啊滚，滚到了苏州火车站。
它跟着人群滚进了火车里，这辆火车是通
往北京的，小土豆在车上待了4个小时，
一会儿滚到空位上睡觉，还打起了呼噜;

一会儿看足球比赛，激动地差点把可乐打
翻;一会儿在洗手间的洗手台上洗澡，小
土豆得意地说：“真是太舒服了！”

到了北京火车站，小土豆滚下了火
车。它滚啊滚，你猜，小土豆滚到哪儿
了？对了，天安门广场。那里人来人往，
人山人海，这时，一个人踩到了它，它往旁
边一滚那个人就摔倒了。小土豆觉得特
别后悔，它想起了以前生活在快乐农场里
是那么有趣、快乐。它还是想回到温馨的
快乐农场。小土豆先滚到了天安门广场，
再滚回北京火车站，接着找到了返回苏州
的火车，再滚回八八农场，最后，它回到了
它的家——快乐农场。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三（8）班 魏马玟

指导老师 李冬青

我们的语文老师姓柳。她圆圆的脸，
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有一双炯炯有神的
眼睛，衣着十分得体。柳老师优点多多，
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的“三宝”——
细、严、爱。

细，是柳老师给我们的第一宝。柳老
师每次改作业的时候，总是细心地改，错
得比较多的地方，就会抽出时间来讲评，
直到我们学会为止。记得有一次，老师将
作业发了下来，我翻开一看，每一行中的
错别字都没能逃过她的火眼金睛。我不
得不佩服柳老师改作业时的认真和仔细。

严，是柳老师给我们的第二印象，也
是她的第二宝。我们班原先很多孩子作
业中都是错别字很多，但是柳老师来到我
们班后，抓作业，抓错别字。柳老师从不
含糊，更不随意。我也是个小马虎，为此
老师不光时时与我沟通，还把作业中存在
的问题及时与我妈妈沟通，给了我妈妈很
多检查作业的方法，要多关注我作业的质
量，是否都高质量的完成了！我们班以前
有一个绰号叫“错别字大王班”，但是在柳
老师的帮助和鼓励下，我们班的错别字越
来越少了，默写正确率也在慢慢提高！

爱，是柳老师的第三宝，也是时光中
留给我们最美的记忆。爱，是春风；爱是

雨露。柳老师给我们的爱如春风般温柔，
如雨露般甜润。以前，妈妈总是说我很聪
明但就是胆小，但是当柳老师来到班级
时，柳老师注意到了这个腼腆的小男生，
鼓励我回答问题，还给我提供了展现自己
能力的机会。以前我的成绩一直很不稳
定，但是，柳老师一直给我鼓励，给我信
心。现在，我的成绩跃升到班级前茅了，
爸爸妈妈都夸我进步了。上学期期中考
试前夕我生病了，柳老师和我妈妈说，如
果身体不舒服可以后续补考，但我不想缺
席这么重要的考试，便发着烧坚持到了学
校。那天柳老师说：“小身板不行哇，好好
学习的同时，也要多锻炼身体哦！健康很
重要！”从那以后，我坚持每天放学回家跳
绳、打球。妈妈十分纳闷，以前都是她催
促着我一起锻炼，现在竟变成主动锻炼
了。现在我不光体质好了，还减肥了，这
真是收获满满啊！

柳老师就是这样无微不至地关心着
我们，呵护着我们，她那“三宝”有如神奇
的金箍棒，点石成金，点树成林。

我爱“三宝”！我爱藏着“三宝”的柳
老师！
苏州吴中区碧波实验小学五（4）班 吴睿涵

指导老师：柳志英
如果可以回到过去，
我想去惠州数一数苏轼是不是日啖荔
枝三百颗；
趁他写诗的时候悄悄去尝一块东坡肉。
如果可以回到过去，
我想带一个弯弯的鱼钩送给姜太公，
这样他就能真的钓到鱼了。
如果可以回到过去，
我想去看看项羽是不是力拔山兮气盖
世的战神，
江东子弟多才俊，
卷土重来未可知。
如果可以回到过去，
我想听一听李龟年和董大演奏的乐曲，
看一看李延年的妹妹李夫人，
有多么的绝世而独立，
倾城倾国。
如果可以回到过去，
我想去看看知章骑马似乘船，

眼花落井水底眠之后怎么爬出来？
如果可以回到过去，
我想去看看李太白，
想看他仰天大笑出门去，
想知道他的剑术到底如何？
如果可以回到过去，
我想在花木兰替父从军回到家乡后，
帮她对镜贴花黄。
如果可以回到过去，
我想去看看元夕，
是不是花市灯如昼，
一夜鱼龙舞。
如果可以回到过去，
我还想和辛弃疾一起去北固楼，
去南朝四百八十寺的鸡鸣寺。
我还有很多很多愿望，
什么时候可以实现呢？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一（10）
班 席若依 指导老师：孙宁华

滚来滚去的小土豆

我的“三宝”老师

读古诗词冥想

9月1日，人民教育出版社附属实验
小学正式开学，1600多名师生共同举行了
新学期第一次升国旗仪式。

苏州吴中区甪直镇是人教社创始人、
老社长叶圣陶早年工作生活的“第二故
乡”。为更好弘扬叶圣陶先生的教育思
想，共同打造一片教育的乐土，苏州市吴
中区政府与人民教育出版社携手成立了
第一所以“人民教育出版社”冠名的实验
学校。

人民教育出版社附属实验小学以“培
根铸魂、启智增慧”为校训，秉承叶圣陶核
心教育理念，以“弘扬叶圣陶教育思想，全
面实施素质教育”为办学理念，实现“培养
开拓创新的教师团队，培育德才兼备的莘
莘学子”的办学目标。

学校占地面积约33460平方米，建筑
总面积49704平方米，建有教学楼4幢、综
合楼、报告厅、食堂艺体楼四个主体建
筑。学校现有35个班，1633名学生；现有
55名教师，其中1名苏州市学科带头人、1
名吴中区学科带头人、4名吴中区骨干教
师、5名教师取得吴中区评课选优一等奖
正积极申报区学科带头人。

“新学期、新学校代表着新起点、新希
望。”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张廷凯致
辞表示，人民教育出版社将与当地政府和
教育部门紧密协作，将这所附属实验小学
打造成一所特色鲜明、品质卓越的新时代
学校典范，将流淌在彼此血脉里的叶圣陶
教育思想和精神代代传承。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顾秋萍

西交利物浦大学工业设计系大四
学生的作品“哀悼时钟”在国际赛事“废
墟的痕迹”中荣获佳绩。“哀悼时钟”是
一个为悼念叙利亚阿勒颇清真寺的倒
塌而设计的沙漏，试图唤起人类对战争
的抵制、对和平的渴望。

UNI 是一个专注于建筑设计创意
和解决方案的网络平台，该平台开展的
国际比赛“废墟的痕迹”面向全球的学
生和业界人士，征集能反映战后废墟和
文化痕迹的新的产品设计。西浦学生
团队的作品赢得了本次比赛的总冠
军。根据国际评审团的评价标准，该作
品在视觉传达、预设计阶段创意、可复
制性、可生产性以及总体建筑设计成果

中表现突出。
该学生团队的成员是西浦工业设

计系大四的王笑雨、任雨夏、方聪禹、张
兆丰、马紫瑄和贾昱恒。学生团队在调
研后选择了饱受战乱侵扰的叙利亚阿
勒颇大清真寺作为设计的灵感来源。

“沙漏中的颗粒物与阿勒颇的建筑废墟
中所发现的材料是相同的。在沙漏流
动的三分钟内，我们试图重现阿勒颇清
真寺逐渐倒塌的场景。阿勒颇清真寺
是全人类的遗产，我们希望用这个作品
来悼念这场悲剧。”学生团队队长王笑
雨解释说。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顾秋萍

“离儿啊，你衣角上的补丁怎么又
撕坏了？你等我去给你找一块新的来
啊。”母亲用龟裂的手摸了摸我的衣
角。母亲下山去了城里，便是一下午。
回来时，母亲肩膀血肿，脚上血迹斑斑；

“母亲，这是偷来的吧。”母亲没有回话，
只是坐在角落默默缝衣。

自从我认了秋做师傅，家中空出来
的地方越来越多了。我师傅技术高超，
声名在外。所以就算再苦，母亲也心甘
情愿。 不知为何，自从我这个小师弟
来了，师傅府上愈发朱门绣户了，桔的
家境富可敌国，但他下棋没有本事，不
知师傅当初为何要收他。

“师兄，今日就是我们的决斗日，你
可不要让我输得太丢脸啊！”

“不会，但我也不会让着你。”
师傅带着我俩来到了山顶的庭院，

两边早已有密密麻麻的围观群众。连续

几年都是我赢，今日也绝不能让着他。
接近黄昏，桔被我灭得只剩下一口

气了，这下他毫无颜面，这紧张的一刻，
我像往常一样，用手扣着桌子，但我摸
到了……一只手。我吓了一大跳，是师
傅的手？师傅的手上拿着一块上好的
碧玉，硬是要给我，我顺着他的目光看
向了桔。师傅是要桔胜利吗，众人死死
的盯着我，我眼睁睁地看着师傅，师傅
的眼中像是有烈火在狂烧，他那完美的
形象在我心中瞬间崩塌。我手中的棋
子开始缓缓滑落，耳朵里听到的只有嘈
杂的乱语与鸿鹄鸟的叫声……

今天的晚霞满是荧光，更远处的暖
阳映照在棋盘上，显现出的是那鲜红的
赤色。

苏州工业园区海归人才子女学校
六（5）班 张舟译

指导老师：王金艳

又到了美好的周末，我和爸爸妈妈
一起去位于江阴的飞马水城游玩。

上午，我们一进飞马水城就先赶去
观看马术表演。美轮美奂的马术表演
馆内灯火辉煌，全场座无虚席，盛装骑
士带着百匹世界名马整装列队，为观众
们带来了一场精彩演出。现场为我们
表演的有德国马、荷兰马、美国马、西班
牙马和Pony马。德国马有深棕色和
淡棕色两种，它们有着沉着的天性和气
质，队形非常整齐，一出场就赢得了全
场喝彩。荷兰马全身黑色，步态优雅流
畅，走起路来腿一抬一抬的，像一名威
风凛凛的元帅，它们的精彩表演赢得了
观众的热烈掌声。

下午天气炎热，我们就去了飞马
水城里的博物馆。一楼是展示各国名
马的地方,这里的每匹马都独具特色，

十分名贵。其中我最喜欢的马是“汗
血宝马”，因为它体形优美，四肢修长，
耐力和速度都十分惊人。接着，我们
来到二楼的体验馆，讲解员给我们讲
述了马的进化史。我这才知道，原来
马在很久以前只不过像狗一样小呢。
收藏馆在负一楼，里面收藏了很多古
代的马车，还有各个朝代的关于马的
文物……

时间就像白驹过隙，等我们坐完客
船，已经夜幕降临了。虽然大家意犹未
尽，但是花一天时间想玩遍天马水城显
然是不够的。下次我还想再去看一看
那里的美术馆，这也是我和爸爸妈妈的
共同心愿。

苏州市吴江区鲈乡实验小学仲英
校区二（10）班 秦歆来

指导老师：何伟华

出发的前一晚夜里醒来了好几次，即
将踏上这一趟旅程，我心里忐忑不安，因
为接下来的五天四夜，我将独自在一个陌
生的环境度过。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一
大早，妈妈就将我送到约定的地点，经过
一个半小时的车程，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夏令营的活动丰富多彩，我们可以打
真人CS，我连打五发子弹，其中便中了四
发。在赛场上，我们分为红蓝两方，我是
蓝队里唯一的狙击手，场上我一枪一个敌
人，最终拿下十六杀并取得胜利。可第二
局就特别令人生气，由于我方比较大意，
红队狙击手接二连三击败我方突击手，不

过战绩很可观：十三杀，蓝队获胜！
另外，那天有一场特别的联谊会，有

篝火，有烟花，有蛋糕，还有大伙亲手制作
的叫花鸡，当然也有伙伴们即兴发挥的节
目……虽然爆笑百出，但丰富多彩，和来
自各个地方的小朋友一起度过了一个愉
快的夜晚。

愉快的夏令营就这样结束了，时间短
但感触颇多，有苦，有累，有失落，但更多
的是收获，收获了很多的朋友，学会了自
己照顾自己。这活动太有趣了！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四（10）班
黄苑栩 指导老师：滕芸

西浦学子设计“哀悼时钟”荣获国际比赛总冠军

赤色的暖阳

飞马水城之旅

有趣的夏令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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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