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蒋林峰：
善于观察生活的点滴

小学生不爱写作文是一个极其普遍的现

象，无话可说和无事可写是根本原因。但总

有那么一些孩子，他们善于观察，勤于思考，

将作文变成了自己最喜欢和享受的事情。

今 年 9 岁 的 蒋 林 峰 ，就 对 作 文 情 有 独

钟。在本次作文大赛上，他获得了小学组的

一等奖。

“这次大赛，我作文的题目是《我爱我

家》。”蒋林峰告诉记者，根据题目的要求，可

以写“小家”，也可以写“大家”。经过一番思

考之后，他决定写遂宁这个“大家”。

在《我爱我家》这篇作文中，蒋林峰描写

了观音湖的美丽风景，讲述了龙凤古镇的神

奇传说，通过这两个著名景点突出了遂宁观

音文化，进而表达了对家乡的热爱。

“如果这次写其他内容，我不一定能够得

到一等奖。”有对于自己的获奖，蒋林峰表现

得十分谦逊，他说他特别熟悉遂宁这座城

市，所以才有可以写的东西。但熟悉蒋林峰

的老师和同学都知道，他的获奖不是偶然。

蒋林峰从小就喜欢观察周围的事物。在

刚上三年级，开始作文训练的时候，有一次，

老师让大家写一种文明行为，蒋林峰结合自

己平时坐公交车的所见所闻，写了一个“让

座”的故事，获得了老师的好评，并当着全班

同学的面作为范文念了出来；这让蒋林峰深

受鼓励。

蒋林峰特别喜欢阅读，父母也十分注重

培养他的阅读习惯。“我最喜欢的作家是沈

石溪，他写了许多关于动物的小说，写的很

深情，很感人。”在阅读中，蒋林峰感受到了

自己也说不清的快乐。正是在这种“说不清

楚”之中，他小小的心灵里悄然种下了“当一

名作家”的种子。

刘佳文：
母亲的爱是灵感源泉

今年 12 岁的刘佳文是射洪县太和中学

的一名初一学生。在本次作文大赛上，她获

得了初中组的一等奖。

去年，刘佳文的母亲因为失足落水，不

幸离开了人世。那段时间是刘佳文最为难

熬的日子，母亲的音容笑貌时时出现在她

的脑海里，每当这时，她的思念就如泉涌一

般。

为了排解对母亲的思念，刘佳文选择用

文字记录母女俩的珍贵记忆，由此写下了一

系列怀念母亲的文章，其中《穿越天堂的思

念》尤其感人，观者无不落泪。

“这次比赛有三个题目，我选择了《温暖

的记忆》，写的是母亲给我煮饺子的故事。”

刘佳文说，虽然母亲去世了，但母亲的爱仍

然时时温暖着自己。

《温暖的记忆》虽然写的是煮饺子的小

事，但以小见大，通过一些细节，表现出了母

亲对女儿无微不至的关爱。

小小年纪，刘佳文就文采飞扬，表现出了

在写作上的独特天赋。“我认为感人的文章

就是好文章。”刚上初一时，刘佳文写了一篇

《我的世界有了你》，讲述的是自己一只小狗

之间的故事。由于写出了人和动物之间和

谐相处的温馨画面，这篇作文受到老师的好

评，同学们读后也赞口不绝。

刘佳文从小就喜欢阅读，最中意的是《意

林》杂志上的文章。在阅读量多了之后，自

然就喜欢上了写作。在上小学时，很多同学

都害怕作文课，但刘佳文却十分期待。

上了初中之后，刘佳文选择将更多精力

放在课本上，但每到周末，有了闲暇时间，阅

读自己喜欢的课外书仍然是她最乐意做的

事情之一。

覃子依：
理科生钟情文学和哲学

虽然是一个理科生，覃子依却对文学和

哲学情有独钟。在本次作文大赛上，她写

的《给父亲的一封信》获得了高中组的一等

奖。

今年 15 岁的覃子依是射洪中学的一名

高一学生。上了高中之后，父亲对她的学习

成绩尤其关注，让她感到了很大的压力。虽

然，她知道父亲是为了自己能有一个美好的

未来，但她有自己的思想和看法，一直想和

父亲就学习、快乐和生活作一些交流。

恰好，这次作文大赛给了她表达自己观

点的机会。“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生活，

学习很重要，但并不是生命的全部。”覃子依

说，人的一生很短暂，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

为了生活往往会抛弃生活，她希望父亲也能

看到这一点。

从小，覃子依就喜欢阅读，她的课外阅读

经历最早能够追溯到三年级。在小学和初

中时，她喜欢童话和寓言类的书籍，高中之

后，她便喜欢上了哲学和文学方面的书籍。

在阅读中，她找到了共鸣，并形成了自己对

世界的看法。

最近，覃子依在阅读马尔克斯的名著《百

年孤独》。这本小说在现当代中国文学中，

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国内一些比较知名的

作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这部小说的影

响。覃子依也被其中的叙事技巧深深折服。

在覃子依看来，一个人有经历和思想之

后，自然就会有想要表达和倾诉的东西，而

文字是一种重要途径。“我现在不论是经历

还是思想，都比较欠缺，如果未来有机会，

我愿意尝试去当一名作家。”覃子依说。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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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遂宁志愿者在行动
◎全媒体记者 王锡刚

潜力满满的遂宁“小作家”
◎全媒体记者 王锡刚

遂宁百余名小学生体验
宋代茶文化

本报讯 学茶史、习茶礼、观斗茶……近

日，百余名小学走进四川宋瓷博物馆，探究宋

代斗茶文化，拉开了宋瓷博物馆中小学生研

学基地的研学教育课程序幕。

当天，孩子们以体验、互动的形式加入到

四川宋瓷博物馆举办的《宋代斗茶文化探究》

研学课程中。在研学过程中以展厅探索发现

宋瓷来导入课程 ,并把对藏品的展示、讲解贯

穿课程始终 ,加深学生对宋瓷的认识和理解 ,
从而通过宋瓷去了解背后的宋代文化。

活动现场，孩子们积极踊跃地参与每个

环节，根据手里的研学手册，在馆内按要求找

出“宝物”，在讲解员的讲解中聆听“宝物”的

故事；认真听取讲解员对茶史、茶礼的讲解，

积极动手参与体验斗茶。“今天的活动很有

趣，认识了宋代的瓷器，还认识了各种茶，还

学习了宋代的斗茶文化，很有收获。”城南小

学四年级学生小桐对记者说。

据介绍，四川宋瓷博物馆于 2018 年 8 月

被命名为第一批“四川省中小学生研学实践

教育基地”,为积极响应、贯彻落实《教育部等

11 部门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

及《四川省教育厅等 11 部门关于推进中小学

生研学旅行的实施意见》,宋瓷博物馆秉承研

学“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的教育理念和人文

精神 ,积极组织专业团队 ,研发基地教育产品 ,
依托馆藏宋瓷精品资源 ,进行了为时半年的

研学课程探索开发 ,现已形成《宋代斗茶文化

探究》《宋瓷纹饰赏析》《宋代瓶花与花器赏

析》《宋代制瓷工艺探究》成熟的研学课案。

据悉，宋瓷博物馆中小学生研学基地的

研学教育也在当天正式启动。今后将分期、

分批接受各中小学校的预约性研学 ,课程也

将针对高、低学年段不同的教学课标进行调

整 ,以达到宋瓷博物馆利用研学来帮助中小

学生了解国情、市貌、历史人文 ,开阔视野、增

长见识的教育初衷。

（全媒体记者 徐金华）

包粽子、搞演出
营造浓厚节日氛围

5 月 31 日上午，遂宁市船山区八角亭社

区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在该社区王家湾小

区休闲广场举行了迎端午活动。

活动现场，社区志愿者把提前准备好的

糯米、粽叶、花生等必备材料整整齐齐地摆

上桌，随着一声口令，选手们便开始了包粽

子大赛。“两片粽叶交叉折叠，包好的馅才不

会漏出来”“别紧张，包粽子的手不要抖，一

抖整个粽子就变形了”……随着比赛的紧张

推进，会包粽子的老人在一旁忍不住了，纷

纷走到参赛居民身边教导。经过大家的共

同努力，一个个凝结着快乐和汗水的粽子新

鲜出炉。

随后，居民还上演了自己编排的节目，精

彩的表演也赢得台下居民阵阵掌声。同时，

社区还组织居民开展了拔河比赛、跳绳比

赛，50 余人积极参与其中，现场是一片欢乐

的海洋。

6 月 4 日，经开区嘉禾街道龙桥社区也举

办了“端午粽飘香·温暖社区情”志愿服务活

动，营造节日氛围。早上八点半，志愿者和

社区工作人员把提前泡好的糯米、红枣、竹

叶等材料整齐地摆放在桌子上后，便有不少

热心居民赶来与志愿者一起参与包粽子活

动。居民们纷纷表示，包粽子、吃粽子，一直

是中国的传统习俗，社区举办的活动不仅让

社区居民感受到了浓浓的传统文化氛围，也

使大家在互帮互助的包粽子过程中，增进邻

里友情，拉近了彼此间的距。

包粽子比赛、端午故事分享、端午知识问

答……今年，各种形式的端午活动丰富多

彩，节日氛围格外浓厚。

看老人、慰贫困
开展各种爱心活动

5 月 27 日上午，遂宁市经开区嘉禾街道

办事处志愿服务队志的愿者在天峰社区日

间照料中心开展了“粽情粽意一家亲”的主

题志愿服务活动，与社区的老人提前共度端

午佳节。

志愿者和老人们一边包粽子，一边唠家

常，说着笑着，其乐融融。不一会儿，一个个

漂亮的粽子就在手中诞生了。志愿者把包

好的粽子分发给社区的老人及社区的工作

人员。下午，志愿者们还将煮熟的粽子送给

社区其他贫困的老年人。

6 月 2 日上午，铁马文明·爱心行动团队

等志愿者一行 12 人往返于沱牌镇、凤来镇，

对铁马常年援助的 6 户贫困人家进行端午节

前慰问，一袋袋米、一桶桶油、一包包面，满

含着全体志愿者的深厚情意。

为残疾女孩范春江擦洗身子、为无臂少

年荣获四川省美德少年荣誉点赞、为身残志

坚的肖雯月鼓劲打气……志愿者样样精心，

件件让人感动。

在传统节日对铁马常年援助对象开展慰

问活动，是“铁马红烛暖童心”志愿服务项目

内容之一，已连续开展 12 年。因为活动务实

和接地气，深受党委、政府和群众的好评。

其中，包天阳荣获中华孝老敬亲模范，蒋天

健荣获四川省美德少年殊荣，蒋鑫玲荣获四

川省三好学生嘉奖，已成为该项目的显著特

色和成效之一。

诵经典、唱民谣
弘扬端午传统文化

6 月 4 日，遂宁慈航社会工作服务社与三

合碑、书院沟社区联合组织开展“品味端午、

传承文明”端午主题宣传活动。现场 130 余

人参与其中，活动首先追溯端午节的由来，

追思屈原的爱国精神与感人诗词，通过讲述

屈原的故事和诵读《离骚》经典诗句吸引居

民参与到活动中来，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中了

解端午的文化内涵。

在才艺表演与游戏环节，志愿者领唱《我

和我的祖国》与《端午》民谣，充分带动居民

的参与气氛，通过击鼓传花、知识问答、钓香

囊游戏、手指操等多项活动，将娱乐与知识

有效的结合，社区居民积极踊跃参与其中，

歌唱经典革命红歌，回忆往昔端午习俗，共

同将活动推向高潮，达到了品味端午，传承

文明的活动目的。

今年端午，遂宁充分挖掘端午节传统文

化内涵，利用本地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精

心设计、积极举办具有民俗特色的志愿服

务活动，并广泛开展与节庆元素有关的民

间艺术展示、表演、书画摄影、知识竞赛等，

引导市民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增强爱国主

义情感。

志愿者还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培育践行主流价值，传唱端午民

俗诗歌，诵读历代经典爱国主义诗篇，引导

广大群众感受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汲取

民族优秀文化的丰富营养，激发群众的爱

国热情。

又是一年端午节。历来，传统节日和重大节庆都是我市开
展志愿服务的重要载体，今年 5 月 27 日起，遂宁的志愿者就陆
续开展起了端午民俗活动，宣传相关知识，慰问空巢老人、留守
儿童和困难家庭……

日前，由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办，
四川省青少年作家协会承办的第四
届四川省中小学生作文大赛决赛在
成都举行。在与全省 3500 名学生同
场竞技中，遂宁代表队 120 名“小作
家”取得了不俗成绩，15 人斩获一等
奖。《巴蜀周末》记者走进了部分获奖
者，探访他们与写作的不解之缘。

蒋林峰 刘佳文 覃子依

志愿者与老人一起包粽子

志
愿
者
慰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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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

遂宁做好“三件实事”
为孩子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本报讯 今年，我市正在实施 30 件民生实

事 ，其 中“ 减 免 11300 名 幼 儿 保 教 费 ”“ 为

26500 名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

提供生活费补助”“为 39400 名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提供营养膳食”三项实事强力推进，在减

免费用、有效资助、营养补充等方面综合施

策，确保孩子们健康成长、安心学习。

据 了 解 ，针 对“ 减 免 11300 名 幼 儿 保 教

费”，今年，我市计划安排资金 1117 万元，减

免 11300 名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家庭经济困难

儿童、孤儿和残疾儿童学前教育保教费。申

领学前教育保教费由幼儿家长填写申请表，

附带相关材料交幼儿所在幼儿园，幼儿园进

行初审并对符合条件的幼儿逐一登记、建立

档案，填写汇总表并附带相关材料进行报送；

教体局组织人员根据报送材料逐一进行复

审、汇总，确定享受减免政策的幼儿名单，随

后报送县（区）财政、审计等部门备案并进行

抽审，确定学前减免名单；对确定的享受减免

政策的幼儿名单进行公示。

针对“为 26500 名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

困难寄宿生提供生活费补助”这项民生实事，

我市计划安排资金 2695 万元。义务教育阶段

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费补助的标准为小

学每年每人 1000 元，初中每年每人 1250 元。

针对“为 39400 名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

营养膳食”这项民生实事，今年，我市计划安

排资金 3007 万元，为省级试点地区的 39400
名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此项民

生实事在蓬溪县、大英县实施，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营养膳食的标准为每人每天 4 元，有食

堂的学校采取食堂供餐，没有食堂的采取课

间餐+牛奶。 （全媒体记者 徐金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