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很多人说，网络是一
把双刃刀，一面是坏的，一
面是好的，有坏处也有好
处。而今天呢，我就想请
“网络”先生坐下来谈谈话，
告诉它一下我内心的真实
的话，希望它能够再完善完
善一下。

我想夸奖您的是您给我
们带来的方便实在是太大
了。以前都是写完信，让信
鸽送过去的，需要经过漫长
的等待，让人有点受不了，有
紧急情况还处在一个十分危
险的境地，而现在，有发达的
网络，在网上写一个电子邮
件，发出去就能马上收到，不
需要等待，在危急时刻也可
以马上处理，能化险为夷。
如果你出门忘记带钱包，也
不用火急火燎的回去拿了，
拿着手机，就可以付完钱，拿
了东西就可以走了，不需要
耽搁一秒钟的时间。而且现
在家家户户几乎都有一台大
大的网络电视机，闪着五彩
缤纷的屏幕，一家人乐呵呵
的坐在沙发上，津津有味地
看着电视，嘴里不时发出笑
声，想想都觉得十分的温馨
快乐，这让我也不得不表扬
你的辛苦付出和努力。

但我也不得不批评您几
句话，因为您给我们带来的
负面影响也实在也有点过度
了。

回想起新闻里面所说
的，有多人沉迷在网络中，而
耽误了自己的工作和学习。
有一条新闻里面说，三个小
孩放学后去网吧玩游戏，玩
着玩着发现超时了，钱不够
付了，便想趁机偷偷溜走，但
最后还是被发现了，落下个
被打得十分狼狈的下场。要
知道，一年中，有多少人进了
网络戒毒机构，接受各种治
疗戒除网瘾，想想都觉得十
分的痛苦，谁叫您有这么大
的吸引力呢，让人看了还想
再看，没完没了。还有一些
人不停地在看电视，似乎长
在沙发里了一样，怎么都不
挪动一下，一直看到深更半
夜，别人醒了他才睡，日夜颠
倒，打扰的别人也睡不好，自
己也常年一幅熊猫眼的样
子。

网络先生，您觉得呢？
我希望你能永远给人们带来
方便，也能让人们不再沉迷
于网络而不可自拔，让我们
一起努力，好吗？

指导老师 王恺恒

与网络的谈话
□科技城实验小学校五（1）班 王晟卓

星期一放学后，我做了
一个小实验——火山爆发。

实验前，我先准备好所
需材料：小苏打粉、红墨水、洗
洁精、白醋、瓶子、脸盆和水。

实验开始了，我先把瓶
子放进脸盆，这是为了防止
瓶子里的液体流得到处都
是。接着，我把一勺小苏打
粉放入瓶子里，再滴入几滴
红墨水。然后，我倒了一些
洗洁精，并加入自来水搅
拌。最后，见证奇迹的时刻
到了，我向瓶子里慢慢倒入
白醋，此刻，我的心里像揣着
一只小兔子一样，怦怦直
跳。但没想到的是，瓶子里
一点动静都没有，第一次实
验以失败告终。为什么这次
实验没有成功呢？我查了资
料才明白，我的小苏打粉放
太少了。

于是，我重新准备好材

料，开始第二次实验。这次
我放了三勺小苏打粉。当我
将白醋缓缓地倒进瓶子时，
我的手都在微微颤抖，生怕
实验再次失败。我两眼紧紧
地盯着瓶子，突然，瓶子里冒
出红色的泡沫，而且越冒越
多，最后像岩浆一样迅速上
升，一下子从瓶口涌了出来，
真的像火山爆发一样壮观，
耶，我成功了！

随后，我去查了实验原
理，原来，小苏打粉是碳酸氢
钠，当它遇到酸性的白醋会
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二氧
化碳一遇到泡泡水就会产生
大量的泡泡，就形成了火山
爆发的现象。

其实科学就在我们身
边，只要我们留心观察，积极
思考，勇于实验，就会发现更
多的科学奥秘。

指导老师 张振娟

火山爆发小实验
□苏州市实验小学校三（3）班 董彦

我的童年是美好的，我
有许多事可以回忆，那些事
都是无比美好的。

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
妈妈带我去远处的草坪上看
蒲公英。我那时还小，不知
蒲公英是什么东西，妈妈让
我坐在草坪上等她。过了一
会儿，妈妈拿着两朵蒲公英
回来了，她指着一朵蒲公英
说：“看哪！好看吗？”那白色
的小绒球，真美呀！妈妈微
笑着，吹了一口气，那绒球分
散了，有的飞向东，有的飞向
西，有的落在屋顶，有的落在
了草坪上。妈妈说那是蒲公
英的种子。我睡着了，静静
地睡着了……

我刚睁开眼，一看，太阳
已经快要下山了，远处的天
空中有一点橙色，有一点紫
色，甚至蓝色里还夹杂着红

晕色，我知道，那是云霞姑娘
织的云锦。

妈妈拉着我，把我带到
小山坡上，她说那里的蒲公
英更多。果然，在云霞姑娘
的映衬下，蒲公英更美了。
而在蒲公英的点缀下，彩霞
也更加绚丽多彩了。一片晶
白色的蒲公英，随着微风轻
轻摆动，好像在跳着舞呢。
又一阵风吹来，小绒毛慢慢
悠悠地飞上了蓝天，有的还
打着转呢！蒲公英还像一把
把小伞，飞上天时，又像飞行
员，飞飞飞，飞到无边的稻田
里，清澈的小河里，或者飞到
无穷无尽的宇宙里……

我又在这迷人的景色里
睡着了，做了一个美美的、甜
甜的，充满了快乐的蒲公英
梦……

指导老师 邓慧敏

美好的回忆
□金色小学五（6）班 吴悠然

未来城市 □东渚实验小学校三（4）班 王温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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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沙发》 □枫桥实验小学校五（6）班 顾文希 指导老师 李金融

在中午休息时间，我们会
带上心爱的棋到教室里来
玩。同学们三五成群，有的玩
飞行棋、有的玩跳棋、有的玩
五子棋，到处欢声笑语，战况
激烈。

其中我最喜欢玩的就是
斗兽棋啦。一开始下，我就觉
得自己化身为小动物与敌人
对战。我要不断转换角色去
进攻对方的兽穴。与此同时，
我还要千方百计做好防守，保
护好自己的动物。每次和同
学下完一局，我都觉得像打了
一场仗一样非常过瘾。

学习要劳逸结合，教室同
样乐趣多多。

指导老师 倪中筠

课间时光
□新苏师范附小
二（5）班 林小云

容是什么？我思来想
去，也许就是一种品德吧。

打开那扇充满珍贵回忆
的窗，我发现了从前那个自
私的小女孩。我想，当时她
大概有六七岁了吧，可还是
像四五岁小孩那样不懂事，
甚至比他们还要不懂事。

那天中午，她在门口闲
逛，无意间看见隔壁家的小
妹妹在吃糖。自己嘴馋了，
便跑去向妈妈请求上街去
买。可妈妈还有事忙不开，
怎么办呢？一个念头浮现在
她的脑中。

她快步走到那个妹妹的

跟前，仗着自己比她大了几
岁，又高出几寸，直接夺过棒
棒糖就往自己嘴里塞。也许
她自己心里知道，那样很不
礼貌，但她还是那么做了。

结果意料之内，小妹妹
哭了。她哭得很伤心，谁让
她最爱吃棒棒糖呢？

即使是这样，女孩也还
是不以为然。她觉得自己没
错，因为她听过《孔融让梨》
这则故事：把好的东西让给
比自己年长或年幼的人，这
是理所当然的。不过，她平
时都只为自己着想，从来没
有把好的东西给过别人。所

以，这是她第一次这样想。
只听“哒哒”的脚步声，

女孩立刻躲了起来。她可能
是害怕了。当然，她也明白，
一定是大人下来了。

只见隔壁家的婶婶抱起
妹妹，替她擦了擦泪水，颇
有生气地问：“怎么又哭
了？是不是姐姐又欺负你
了？”兴许是听见了“姐姐”
这个词，小妹妹立即回答
道：“怎么可能是姐姐！她
对我那么好。刚刚我只是摔
了一跤，才哭的！”说完，她
赶忙用衣袖擦去眼角残余的
泪，并僵硬的笑了笑。

“那你的糖呢？”婶婶半信
半疑。“我不是都说了吗！刚，
刚刚摔了一跤，都碎了，所以
我扔了。”小妹妹急了，皱起了
眉头，话也说得有些结巴了。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婶婶
暖暖地笑了笑。同时，小妹妹
那张紧绷的脸也一下子舒展
开来，恢复了美丽的童颜。

听罢，女孩呆呆地蹲在
那儿，一动也不动。望着妹妹
天使般的面孔，她哭了……

这个女孩就是我自己。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是
比我小，比我矮的妹妹教会
我的理。

容
□通安中心小学校六（7）班 刘心怡

“外婆，这是谁啊？”
“这是你妈妈小时候

呀！”
这时，妈妈走过来扫了

一眼，说道：“咦！这不是我小
时候骑的那辆‘凤凰’自行车
的照片吗？”“什么‘凤凰’不
‘凤凰’的？我只听说过‘奔
驰’、‘宝马’、‘大众’什么的，
自行车也有牌子吗？我怎么
看着都一样啊？”妈妈笑着说：
“是的，自行车和汽车一样，也
是有牌子的。说起这辆自行
车，还有一个故事呢。”说着，
妈妈就坐到了我边上给我讲
起了她童年的故事。

“在我小的时候，哪个孩

子要是能有辆属于自己的自
行车，那能招来全村小伙伴
羡慕的眼光。我磨了你外婆
和外公好久，他们总算答应
我，只要期末考试考到前三，
就给我买一辆。你妈妈我可
是铆足了劲学习啊！”

“那次我记得好像是第
二名，是吧？”外婆问道。“是
的。”妈妈继续说，“当你外公
推着一辆新自行车回家时，
我一蹦三尺高，高兴得不得
了，立刻推着自行车到村里
招呼小伙伴了。从此，每天
放学回家，做完作业就是在
村子里骑车，小伙伴们那羡
慕的眼神，我现在还历历在

目呢！”妈妈讲到这里的时
候，眼睛都笑弯了，笑着笑
着，就露出了悲伤的神情。

“后来啊，有一次你舅舅
骑着你妈妈的车出去钓鱼，
最后鱼没钓回来，你舅舅也
找不到了。”外婆道。

“啊？那我现在的舅舅
是谁啊？不会是假的吧？”我
大叫起来。

“真的！原来是你舅舅
在钓鱼的时候，车被人偷了，
吓得回家就躲在了床底下，
饿得受不了了才从床下爬出
来，那时我们全村人都出门
找了，都以为出了什么事。
人找到了，丢的车就算了。”

我听完捧着肚子笑得合不拢
嘴，想不到我舅舅小时候胆
子那么小。外婆看了一眼妈
妈，继续说：“但是我知道你
妈妈难过了很久很久。”

“是呀！那时候出行都
不方便，要么靠走，有个自行
车骑骑那是非常开心的事
了。哪像现在，我进出都开
汽车，风吹不到，雨淋不着，
冬暖夏凉。公交车、有轨电
车、地铁更是到了家门口，公
共交通既便宜又便捷，想去
哪儿就可以去哪儿，我们是
真实的感受到了祖国的迅猛
发展啊！”妈妈说完再次露出
了笑容。

妈妈的车
□东渚实验小学校三（3）班 张希蕾

“表扬小武和佳佳同学利
用休息时间，同心合作把图文
并茂的读书小报圆满完成
啦！”“滔滔同学真会利用时
间，已经把新课文预习好，并
且留下预习痕迹哦！”“曜曜同
学的古诗词录音真棒，可以和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张宏民媲
美了！”……崭新的太阳升起，
我们在班主任张老师的表扬
声中开始了新的一天。

张老师是一位相信赏识
教育的好老师。遇上她，看她
的目光，听她的声音，足以让
我自信，这成了我学习成长道
路上一道美好的风景。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同学
们都在热烈地自荐、推选班委
会成员……我心里记叨老师
的话语 “努力让每位学生都
有人生出彩的机会”，目光不
由自主和老师欣赏鼓励的目
光碰撞上了——竟然无法控
制地产生了一个改变我的决
定：自荐负责管理同学们的习
字册。难以置信的是班级同
学，对老师认可我同意我的决
定投来怀疑目光，嘀咕我以前
的不是，甚至有人大声反对，
想推翻老师的决定……

我无助的目光投向老师：
老师，帮帮我吧！我有信心做
好……张老师，请您相信我
吧，您不是说过……

老师毕竟是老师，她读懂
了我的目光，她听懂了我的
“语言”，她果断决定让我试
试。还有什么比老师的鼓励
和信任，更让我信心倍增，激
动万分呢！

自此以后，我都在自觉完
成学习任务后，尽心尽力管理
好同学们的习字册工作，学习
成绩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哦。
同学们除了认可我，还为我的
班级工作点赞呢！

张老师谢谢您，您的目
光，您的声音足以让我快速进
步进步更进步！

指导老师 张凌娣

老师，您的
声音足以……

□枫桥中心小学
四（4）班 赖嘉乐

（上接B01版）各板块、各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
以巡查促规范，以整改促提升，对巡查组发现交
办的安全生产问题，要不讲条件、不找原因、照单
全收，全力推进整改工作；要推进源头治理、综合
治理，在健全完善安全生产体制机制上有新突
破；要压实责任，正风肃纪，严格落实领导干部安
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
责”等规定。

动员会后，巡查组听取了高新区安全生产工
作汇报。近年来，高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始终将
安全生产工作放在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全局
中来谋划、来部署、来推进，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
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自觉提升政治站位，坚
决筑牢安全发展理念；紧紧守住红线底线，坚决
筑牢安全生产责任体系；积极践行依法治安，坚
决推进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全面推动安全发展，
坚决提升风险源头管控能力；持续深化机构改
革，坚决夯实安全生产基层基础。

当前，高新区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可控，但
对标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求和人民群众期待还存在
一定差距。针对存在的问题和短板，高新区将以
此次安全生产巡查为契机，结合“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
省委、省政府及市委、市政府有关部署要求，继续
咬定目标不松劲，始终保持警钟长鸣、常抓不懈。

（上接B01版）会议要求，一要深刻认
识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
性。各级党政领导特别是主要负责
同志，要不断强化责任担当，以极端
负责的态度、极端有力的措施、极端
严明的纪律，扛起职责使命，确保全
区不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二要
集中力量做好安全生产巡查和专项
整治各项工作。要积极支持和配合
市、区巡查组开展工作，全方位全覆
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和安全风险评
估，彻底摸清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具体
隐患，集中力量打好安全生产专项整
治攻坚战。三要全力以赴做好岁末
年初安全生产重点工作。要盯紧重
点行业领域、重点区域场所，以此次
巡查为契机，持续开展“四不两直”暗
查暗访，加大执法力度，坚决查处一
批违法违规生产建设经营行为。要
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值班值守、应急处
置、信息报送等制度，确保及时、科
学、平稳处置各类突发情况。

会议听取了高新区营商环境评
价工作情况。会议指出，良好的营商
环境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坚实
支撑。要紧紧围绕“抓招商、抓项目、

抓服务”的中心工作，聚焦企业需求，
坚持问题导向，对标找差，通过不断
的自我改革与创新，营造发展新优
势。一是市场化的导向。要加快建
立高新区企业家服务群，民营的、科
技的、外资的分一分类，上下畅通无
障碍交流联系，有什么意见和问题可
以扁平化处理。二是法制化的环
境。各部门、各板块的政策措施一定
要公开透明，让市场主体在规则公开
公正、未来可预期的大环境下健康蓬
勃发展。三是国际化的视野。可以
着重采用日本相关机构的指标体系，
在贸易便利化、投资便利化、融资便
利化等领域，对标对照日本精细化服
务的理念、标准和实践，全力打造国
际一流的营商环境。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苏州高
新区（虎丘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
法》。会议强调，要把好建设运维
关。要严格执行好国家、省、市有关
规定，符合安全卫生标准和节能环保
要求，满足好住房困难家庭的基本需
求。要把好审核管理关。各相关板
块、职能部门要认真审核申请对象提
报的资料，严格把关，使公共租赁应

保尽保，让公租房成为困难群体置身
高新区公平公正发展的一个机会。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高新区
微巴发展方案。会议要求，要加强规
划引领。进一步优化立体化公共交
通规划，梳理线网服务层级和功能定
位，促进轨道交通（有轨电车）和常规
公交优势互补、相互融合。要加强责
任落实。各相关部门要通力协作、主
动对接，在资金保障、道路资源等方
面给予支持配合。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苏州高
新区农村住房规划建设管理指导意
见（试行）》。会议指出，一要加强规
划引领，加快镇村布局规划和村庄规
划的编制工作，确保农村村民住宅建
设符合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相
关技术规范。二要加强实施管理。
要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节约、
集约利用土地。三要严格落实责任，
密切配合、统筹协调，着力推动指导
意见落地落实。

会议还听取 2020年春节前后区
主要会议活动初步安排建议、相关重
点项目的推进情况，审议了《苏州高
新区“三优三保”土地指标及资金管
理办法（试行）》。

把安全发展理念融入到
高质量发展全方位、全过程

勇于担当作为 全力争先进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