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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古韵，思古味，拓碑刻。不管是四
大宋碑的智慧，还是中华文化的精湛，或
是去大成殿，穿越千年，与孔子对话，都不
及学习拓印让我感到无比的兴奋。

最后一个环节是学习拓印铜镜上的
花纹，我们一行人陆陆续续地坐下了，老
师拿了一个背面有花纹的铜镜，用一张白
色的宣纸铺在了铜镜的背面上，因为铜镜
的背面有一个圆圆的凸点，所以要在纸上
划出一个十字形的口子，让那个凸点穿进
那个十字孔里。

看见老师给我们展示的精美作品，我
更是跃跃欲试，老师刚一讲完，我便拿起
器材开始做，我一边拿一边想着：我是否
也能跟老师一样做出那样好看的作品
呢。我用湿毛巾往上一摁，铜镜细细的纹
路立刻凸显出来，我微微一笑，看来这也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嘛，然后老师让我们

用拓包沾一些颜料，把颜料的颜色调到最
淡，再轻轻的把拓包拓上去，便可以出现
细细的红色纹路。我的铜镜的纹路是有
字的，由于按得重，所以我拓上去的时候
字有一点点模糊。

我准备再做一张更好的，便换了一个
有龙形纹路的铜镜，但是当拓到龙鳞时我
不小心把纸弄破了。我觉得下次我要认
真了，做好了可以一直在家里挂着，写作
业时不妨抬头看一眼，想到这些我立刻燃
起斗志。我专门选了一个铜镜，上面写着

“状元及第”，我十分有把握做好它……我
终于做好了，只需再拿下来就算大功告成
了，但在提起来那一瞬间出现裂痕……

拓印作品值得拥有！
苏州工业园区东沙湖小学五(11)班

陈俊喆
指导老师：李华

游苏州碑刻博物馆

午后，微风习习，温暖的阳光洒在窗
台上，我端坐在窗边，细细品味着书本带
来的芬芳。

我手捧《论语》，来到春秋时期，透过
那一个个“子曰”，我仿佛看到了孔子教育
学生们的样子：“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仿佛目
睹了子路的勇敢豪爽、子贡的口齿伶俐、
颜回的贫而乐道；仿佛感受到了2000多
年前孔子的“因材而教，有教无类”。

我翻开《孙子兵法》，一个个精妙的用
兵之法将一场场战役在我脑海里生动上
演，我仿佛亲眼看见孙武率3万兵马，直
插楚国腹地，五战五捷，攻下楚国都城，创
造了以3万击退20万的奇迹。我也学到
了“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下攻
城”的伟大军事战略。

我读《三国演义》，仿佛穿越到了
1000多年前，置身在那个国家分裂、战事

不断的动乱时期，我变成了曹操，统领曹
魏百万雄师；变成了诸葛亮，管理蜀汉朝
政；变成了吕蒙，出奇兵拿下荆州；变成刘
备，与曹操一同煮酒论英雄！又或是变成
一名不知名的谋士，隐没在漫漫历史长河
之中。

我徜徉在书海中，文字就像一条条小
鱼儿，穿过浩瀚的历史长河，游走在不同
时代的渡口，时而“一跃而起”，振奋我的
心灵；时而又“缓缓归矣”，温润我的感官。

阅读，让我遇到了诗人、文学家和天
文学家；让我走进了自然、走进了世界、
走进了太空；让我学会了诚实与担当，懂
得了坚强与勇敢，体会了善良与孝顺；让
我的思想自由地飞翔，追逐着新时代的
脚步。

感谢阅读，给我的成长之路指明方向。
苏州大学实验学校四（6）班 吴烨麟

指导老师：顾成欢

我爱阅读

在一个宁静的夜晚，繁星点亮天
空，月亮挂上树梢，鸟儿在树上唱个不
停。我在床头发现了一张藏宝图。我
召集来我的伙伴们，准备开始一场“航
海之旅”！

我们来到码头，坐上船，拉开船帆，
所有人都准备就绪，就连我的鹦鹉也看
起了藏宝图。船飞快地向前航行，可没
走多久，就下起了暴风雨，我们小心翼翼
地开船，“不好，前面有大漩涡。”舵手快
速转动方向盘，才躲过了旋涡，我们来到
检修站，度过了暴风雨。

我们顺着藏宝图的路线向前航行，
突然，我听到“咚”的一声巨响，感觉船
在直线下沉，一看船的侧面破了一个窟
窿，向外望去，发现一搜海盗船，我们马
上拿出提前准备好的章鱼炸弹来攻击
海盗们，海盗们吓得匆忙逃去了。“哦，

好像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我穿上潜
水服，跳下海，把那个窟窿补上。“太好
了！我们终于可以继续航行了！”

我们又航行了很多天，终于来到了
藏着宝藏的那座小岛，我们四处寻找着
宝藏。我们来到一个山洞，发现有一头
喷火龙，还有宝藏，没想到刚进山洞，就
被喷火龙轰了出来。“这样可不行。”我
们一定要想个办法，速战速决。我们只
做了一些弹弓，只见万发石子朝着喷火
龙头上的红色宝石飞去，红色宝石碎
了，喷火龙化成灵魂飞上天空。我们打
开宝箱，原来是传说中的黄金望远镜。

“叮铃铃，”闹钟响了，原来这是一
场梦啊！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三（16）
班 马郁轩

指导老师:高媛

航海之旅

几乎每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总
能看到一个个外卖员穿梭在熙熙攘攘
的人群中。他们的面孔是如此陌生，但
是他们却又有着让我们觉得无比熟悉
的背影——忙碌！

某个傍晚，不知不觉，天色渐渐暗
了下来，我的肚子也开始“咕咕咕”地叫
个不停。“妈妈，家里没有牛奶和零食
了，你在手机上下单买点吧！”“我已经
买了，一会儿外卖小哥就该送到家了。”
妈妈一边看着手机，一边说。我在客厅
里看着书，一不小心睡着了。

醒来后，已经近6点了，发现窗外
已经乌云密布，好像快要下雨了。买的
东西还没有送到家，唉！我叹了口气。
估计是生意太忙了！忽然，“叮咚”一
声，我三步并两步急忙去开门，原来是
哥哥和爸爸回来了。爸爸看到我这个
表情问道：“怎么了宝贝女儿？”“妈妈在
手机上买的东西还没到，急死我了！”我
回答道。

到了吃晚饭的时间，牛奶和零食还

没有送到。“哗………”果然不出所料，
下起暴雨了。我心想：外卖小哥该不会
要淋雨了吧。不一会儿，门铃响了，妈
妈说：“外卖到了。”刚开门，一个气喘吁
吁的声音就传进来：“这个牛奶的包装
盒……刚才，刚才不小心在路上掉下来
了，被淋湿了。”妈妈说：“没事，没事，外
面下那么大雨，难为你了，你人没事
吧。”我仔细一看，外卖小哥被雨水浸湿
的衣服还在一滴一滴地往下滴水，眼镜
片上也布满了水珠。不由得一阵愧疚：
早知道就不点外卖了！

谢谢你，熟悉的陌生人！不畏寒冬
酷暑，不顾风雪雨霜，穿梭在繁华的街
道中，每时每刻都在努力，不仅在为自
己的美好生活奔波奋斗，也努力在为我
们的幸福生活提供便利！忽然觉得：值
得我们学习的人不一定在书中写着，或
许就曾在我们的身边擦肩而过！

苏州学府实验小学校 四（6）班
郝依涵

指导老师：金丽琴

我熟悉的那个“陌生人”

我们家的阳台上有一盆仙人掌。
它的茎像一个圆圆的手掌，上面有

一簇簇毛茸茸的小刺。它为什么叫“仙
人掌”呢，难道它是仙人的手掌变成的
吗？真不敢想象，那么美的仙人，怎么会
有这么一双全是刺的“手掌”呢？

仙人掌还会开花呢！有一天，我惊
喜地发现，不起眼的仙人掌上开出了一
朵朵嫩黄色的花朵，花朵和我的小拳手
差不多大小，发出一股迷人的清香。一
只蜜蜂闻到了香味，飞过来，围着仙人掌
跳了一圈一圈的舞。

仙人掌已经在我们家好几年了，你
想知道它是怎么来到我家的吗，这中间
还有一个小故事呢。我一岁的时候，爸

爸经常把我抱起来，结果手得了腱鞘
炎。妈妈听同事说，把仙人掌的皮剥开，
再把充满汁水的仙人掌捣烂，并敷在手
上几天，爸爸的腱鞘炎就会好了，于是就
去花鸟市场买了一盆仙人掌。

我还从书上知道，仙人掌是一种生
活在沙漠里的植物。沙漠里一年四季都
非常干旱，很少有雨水。仙人掌喝一点
露水就能顽强地生长，一点也不怕沙漠
里的恶劣环境。

我要像仙人掌一样美丽、坚强、勇
敢。

苏州市新苏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四
（4）班 邓清晏

指导老师：袁伟琴

仙人掌

“咔……”时光的齿轮开始旋转，卡
卡熊和哆哆兔坐上了猫头鹰博士最新
研发的“小康号”时光穿梭机，开始了他
们的时光穿梭之旅。

“小康号”时光穿梭机在时光漩涡
里不停穿梭。随着一道亮光的闪现，时
光穿梭机降落在一条由菱形小石块交
错拼成的马路上。“哇，这里不是60年
代的苏州北寺塔吗？”哆哆兔惊奇地大
叫，“卡卡熊快看，前面那个大铁盒子是
什么？它居然能缓慢移动。”卡卡熊推
了推他的黑框眼镜，定睛一看：“咦，貌
似是一辆公交车，还是卡车改装的呢。
走，哆哆兔，我们去坐公交。”卡卡熊和
哆哆兔来到公交站台，站台上人山人
海，靠站的“大铁盒”公交上也几乎满
员。兄弟俩好不容易挤上去，这已经是
路过的第三趟车了。他俩累得满头大
汗，人挤人的感觉真不好受，下一站就
赶紧又挤下了车，坐回了他们的时光穿
梭机。

没过多久，时光穿梭机载着卡卡熊
和哆哆兔来到了80年代初的街头。两
节通道的公交车真拉风，14米长的车
身，车头安装了两扇矩形前窗，还印着

“苏州”两个大字。卡卡熊目测了一下，
心想：嘿，好家伙，能乘坐上百人吧。哆
哆兔忙拉着卡卡熊去体验这神奇的车
子，兄弟俩坐在通道车的中间位置，听
边上的乘客说这个座位有个专门的名
字叫“香蕉座”。“转弯啦！”这个“香蕉
座”真是搭乘感十足，感觉像在拉手风
琴。对了，通道车还有个特别酷的位

置，那就是售票员的“专座”，“请大家
坐稳扶好，自觉买票了。”售票员阿姨一
边拿着票板，一边重复着这句话。

时光穿梭机的第三站是90年代
末的干将路，威武霸气的双层巴士映
入眼帘，这让卡卡熊和哆哆兔兴奋到
不行。据说这道靓丽的风景线就是苏
州第一条双层巴士线路——68路公
交。兄弟俩手拉手，一起奔上了这辆
双层巴士。“糟糕，我们没有零钱。”卡
卡熊和哆哆兔正愁找谁换钱的时候，
一只热心的手伸来，五个硬币在手心
闪闪发光。“哐当哐当“，车子停在了苏
州乐园的大门口，兄弟俩下车后在游乐
园里玩了大半天。

“嘀嘀……”时光穿梭机很快进入
21世纪，卡卡熊和哆哆兔找了一个靠
窗的位置坐了下来。在连续体验了四
辆跨年代的公交车后，越发觉得2021
年的纯电动公交车既舒适又环保。扫
码乘车、免费WiFi……重要的是再也
闻不到汽油味啦。

嗖——，“小康号”时光穿梭机返回
到了猫头鹰博士的研发基地，猫头鹰博
士正洋洋得意地看着自己潜心研发的
未来公交车。“萌萌哒”的车身，配有
高科技的智能系统，原来是一辆无人驾
驶公交车呀。

卡卡熊和哆哆兔连忙拍手叫好：
“走！上车！驶向幸福！”

苏州市相城第一实验小学 三（8）
班 徐宸悦

指导老师：周芊嫒

走，上车

理论学习武装头脑、党史教育巩固成
果、实践感悟深化行动……为发挥党建引
领作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苏州市彩香教育集团建立“红色匠心，掬
彩流香”党建工程品牌，落实“强党建、聚
力量、激活力、促发展”的工作思路，确保
党牢牢掌握教师队伍建设领导权。

彩香教育集团党总支每月开展主题
党日活动、开设讲座、加强群团组织建
设，充分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开展“学习强国”学习交流会。为深化理
论学习，7月1日，集团党总支组织全体
教师认真观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盛典，聆听并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为党的百年华诞送上诚
挚祝福。

二月初，党总支全体党员教师赴苏
州革命历史博物馆开展“党员冬训进行
时·不忘初心学‘四史’”活动。党员教师
们深入学习‘党史’精神，重温入党誓词，
争做勇于自我担当的新时代“四有”好教
师。4月初，集团特邀苏州市干部理论教
育讲师团特聘讲师，苏州市委党史工作

办公室主任兼苏州革命博物馆馆长朱江
做《中共党史，苏州记忆》为主题的讲
座。讲座从“苏州早期党组织的创建、抗
战中的苏州、苏州的解放”三方面内容深
入浅出、生动形象的讲述，让集团全体党
员感受到苏州建党初期共产党员励精图
治、爱国奉献的初心和使命。

除了理论学习，集团党员教师还走
入一线，开展一系列现场实践活动，深化
对理论学习的理解。在“三八”妇女节这
一天，女教师、女党员们冲在一线，参与无
偿献血，巾帼也有英雄志，化做春泥更护
花。整个四月，集团党员毫不停歇，发挥
先锋模范作用，各校支部书记带领党团员
们开展了“净美街巷百日奋战”行动，营造
优美的城市环境，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在“红色匠心，掬彩流香”党建工程
品牌引领下，苏州市彩香教育集团党总
支将始终践行知史爱党，知史爱国，不忘
初心再出发；学思践悟，知行合一，学习
实效推发展；为国履职，为国尽责，人民
教师为人民。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见习
记者 梅方滢 实习记者 宋砚乔

红色匠心，掬彩流香！
苏州市彩香教育集团党总支奏响“党史学习教育”最强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