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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优秀习作选登

那天下午，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一起去英良
石材自然历史博物馆，那里面有罕见的鱼化石、
光滑的大理石、漂亮的小手串……

其中，半宝石和玉石是最美的，特别吸引我
的注意力。听大哥哥说，它们是经过1200摄氏
度的高温煅烧而成的，之所以能呈现多层次颜
色，是因为它们含有的矿物质不同。我也很喜
欢那块流水长桌，长桌上有一些灰木纹，几条鱼
儿在那弯弯曲曲的水流中戏水，可爱极了。

再往前走，我看到了许多茶具，它们美观好
用，是用乌金石做成的，形状还不少呢，圆的，方
的，高的，低的都有。

哇，好大的骨架！不用说，这当然是恐龙化
石啦。鸭嘴龙、甲龙、迅猛龙齐聚一堂，后面是
化石矿物修复实验室，边上柜子里还有一些恐
龙蛋。大哥哥一边带着我们走，一边告诉我们
圆的蛋是食草恐龙的，尖的蛋是肉食恐龙的。

继续往前走，我们来到两个房间，我发现里
面十分华丽，有的物品还是古董呢。在那里面
也有壁炉、餐厅、客厅、衣帽间，就像套房一样。

穿过一条手控开灯石头就会变色的道路，我
看到一间有很多酒的地方，在它的后面是一间石
头天堂，里面收藏着来自世界各地漂亮的石头。

这美丽神奇的博物馆，可真让我收获不少呀！

辨别真假币
第二小学 黄炳凯

期待已久的小记者活动终于出发啦！
今天我们满怀期待地来到洪濑邮政储蓄
银行，开始我们小记者的第二次活动。

在倪叔叔的介绍下，我们了解到
1866年中国邮政正式成立，那时科技还
不发达，都是要通过写信、邮寄才能将信
息传递给远方的人。直至1878年，中国
邮政局出了第一批邮票，名叫大龙邮票。

来到互动环节，叔叔跟我们说可以抢
答问题，答对问题可以奖励奖品。可是当
我看到题目，脑袋一片空白，不知道该回
答什么好。所以干脆徐庶进曹营——一
言不发。于是这等好事便被别人抢了去。

我们现在使用的人民币是第五套人
民币。辨别真假币可以用摸、看、听。第
一种方法摸，100元可以摸毛主席的头
发，摸起来有凹凸感，假的摸起来是平
的。第二种方法听，拿一张 100元轻轻

地扯，可以听见很清脆的声音，假的是一
种很粗糙的声音。第三种方法看，把一
张100元抬高，可以看见有两位毛主席，
左下角有亮片。最后我们学习单指单钞
点钞法。我仔细看着叔叔是怎样做的。
首先他把人民币整理整齐，接着食指和
中指夹着人民币，然后把人民币弯下大
拇指按上去，最后一张一张弄下来，用无
名指把钞票拨下来。

参观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第二小学 王彦萍

今天，我来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参
观，在这里，我体验了很有意思的项目，
学到了如何防止被诈骗、邮票的由来，
怎样数钱更快……下面就听我细细道
来吧！

中国最早的邮票是 1878年的大龙
邮票，邮票的作用是邮政服务费的一种
证明。邮票可以收藏起来，一本专门收
藏邮票的《邮票珍藏册》，里面有毛主席、

周总理、邓小平爷爷等伟人的邮票，收藏
价值非常高！

接着，我教你们一些防诈骗的知识
吧！现在有很多诈骗方式，尤其是电信
诈骗，我们要做到 6警惕：一、警惕投资
理财诈骗。二、警惕婚恋交友诈骗。三、
警惕“网上贷款”诈骗。四、警惕“兼职刷
单”诈骗。五、警惕“网购退货”诈骗。
六、警惕“冒充公检法”诈骗。自己的银
行卡只能自己用，不能给别人用，严打网
上诈骗。

最后，我和你们分享一下我学到
超快速数钱的小方法吧！这个方法叫
作：单指单张点钞法。首先把钱整理
好，用中指和无名指夹住；接着，把钱
往下折，让钱弯曲；再把大拇指和食指
放前面，其他手指放后面；最后，拇指
把钱往前滑落，数一数一共有几张，这
样就完成了。同学们，这样数钱是不
是很方便呢？

同学们，生活处处皆学问，让我们仔
细观察，多了解一些知识吧！

郑成功纪念馆之旅
淗江小学 李芷晴 指导老师 李阿珍

今天，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
我要去参加小记者的活动——参观郑
成功纪念馆。

郑成功纪念馆建于 1962 年，纪
念馆总面积达 3000 平方米，分前、
中、后三部分展厅，介绍英雄一生的
丰功伟绩。

我们先来到前展厅：前展厅表现
了纪念馆的中心主题，有郑成功全身
立像，“郑成功大事年表”“郑成功传”
和郑成功“复台”“北伐”诗篇，以及“郑
成功接受荷兰殖民者受降仪式图”和

“台湾人民热烈欢迎国姓爷郑成功”的
彩色画像。看，那就是郑成功吗？他
长得真威武啊！听老师讲，他收复台
湾后，又建设、发展了台湾。

我们又来到中展厅：中展厅陈列
三方面内容，一为“文韬武略、少年英
俊”，二为“北伐抗清，威震东南”，三
为“收复台湾、建设宝岛”。带队老师
说，郑成功的母亲是日本人，郑成功

1624年出生于日本，名为“福松”。他
的父亲是中国人，他 7岁时回中国，改
名为“郑森”。后来，蒙隆武帝赐明朝
国姓“朱”，赐名成功，改名朱成功，并
封忠孝伯，世称“郑赐姓”“郑国姓”

“国姓爷”，又因蒙永历帝封延平王，
称“郑延平”。

最后，大家一起来到了后展厅：后
展厅陈列的内容是“丰功伟绩，流芳千
古”。这里有从郑成功陵墓出土的珍贵
文物，稀世瑰宝，还有大量的古典籍史
料以及众多名人书画家所题绘的书画
等。瞧，《复台》就是郑成功写的诗！“开
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田横
尚有三千客，茹苦间关不忍离。”让人们
感受到他对部下的袍泽深情。

今天的旅程，让我大开眼界，同时
也使我更加深刻地了解了民族英雄郑
成功的伟大事迹。

英雄，我为您自豪
淗江小学 李佳妮 指导老师 李阿珍

今天我们小记者一行来到民族英
雄郑成功纪念馆，了解这位英雄一生

的丰功伟绩。
一到纪念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一座雄伟壮观的郑成功半身石雕像。
指导员告诉我们，纪念馆分为 3个展
厅，她先引领我们来到第一展厅并介
绍道：“郑成功一生有两件大事：收复
台湾和开发、建设台湾。他 1924年出
生于日本长崎县平户岛海湾，名为福
松，7 岁回到中国改名为郑森，到了
1645年改名为郑成功。郑成功 15岁
时考入南安县学。他的老师钱谦益给
他取了个特殊的别名：大木。”

接着，指导员带领我们来到第二
展厅指着一幅画接着说：“石井港是海
丝重要出海口之一。这里也有朱熹和
朱松的自画像，被称为二朱过化之地，
这里也是郑成功的故乡。”我边听边
想：我的家乡竟然有这么多我不知道
的事情，我真是孤陋寡闻呀！

指导员带领我们来到了最后一个
展厅，指着一幅古老的画让我们欣
赏。画上的一位英雄凝视着远方，一
副勇往直前的样子。我问指导员：“这
是谁呀？”指导员说：“这是郑成功的父
亲——郑芝龙。他是做海上贸易的，

为其子郑成功留下强大海上基业，为
后来郑成功收复台湾提供了强有力的
条件。”

在休息的时候，我看到了郑成功
写的一首《复台诗》：

开辟荆榛逐荷夷，
十年始克复先基。
田横尚有三千客，
茹苦间关不忍离。
郑成功这强烈的爱国情，令我为

之震撼，他用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和
爱国主义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
中华儿女为国奋斗！

我为我们石井的这位民族英雄感
到骄傲！

向英雄学习
淗江小学 李思涵 指导老师 郑振耀

今天，我们来到了郑成功纪念馆，
看到了郑成功的全身雕像，了解到了
关于郑成功的一些事迹。

我们来到郑成功纪念馆大门前，
这里绿树成荫，环境优美。讲解员说，
郑成功出生在日本长崎县平户岛海
湾，那天正是农历七月十四。郑成功
七岁回国，居民平（今安海），名森。

墙上的那两幅画吸引了我的视
线，画中描绘了郑成功收复台湾并开
发建设台湾的情景。郑成功的形象在
我眼中变得高大无比。

讲解员边带我们边参观边讲述：
郑成功少年时，在晋江安海星塔上
学。15岁时是在南安县学里的魁星楼
学习。

讲解员还带我们看了郑成功的作
品，我印象最深的是郑成功写的《复
台》。

通过这次郑成功纪念馆之旅，“民
族英雄”已深深地在我心中扎根。我
决心向英雄学习，从小立志，努力学
习，长大后报效祖国。

神奇博物馆
院前小学 陈恪雍 指导老师 陈燕谦

洪濑第二小学
洪濑第二小学

学习邮政发展史 变身理财小达人

中国邮政最早是什么时候
成立？邮票的用途有哪些？集
邮的意义是什么？近日，洪濑
第二小学的 32 名小记者走进
洪濑邮政储蓄银行，不仅了解
了邮政的发展史、邮票知识还
学习了如何辨别真假人民币。

“以前，科技不发达只能靠
写信来传递信息，信件寄多远
取决于邮票的面值，每年邮票
的印制都十分考究。集邮是一
种兴趣，也是一门学问，通过收
集、研究各种邮品，除了了解到
历史故事、地理、花草鱼虫以及
人物等相关知识外，还可以修
养身心，培养良好的性格习
惯。”负责讲解的倪叔叔为小记
者们介绍，每张邮票的设计题
材无一不传承了中国独有的历
史文化积淀，值得每一位国人
回味与感知。

“如何辨别真假币？”“拿到
假币应该怎么做？”紧接着，金融
知识小讲堂开始为小记者传授
如何辨别假币及遇到假币的处
理方式，进入有奖问答互动环
节，同学们认真学习，踊跃答题。

通过今天活动的学习，小
记者们学习了课本上学不到的
知识，小记者表示会把今天学
到的知识告诉家人及身边的朋
友，希望今后遇到相同的情况，
能够正确处理。

黄小红 文/图

小记者学习如何点钞。
如何辨别假币？

石井石井淗淗江小学江小学
瞻仰民族英雄郑成功

“叱咤天风镇海涛，指挥若定
阵云高。虫沙猿鹤有时尽，正气
觥觥不可淘。”蔡元培先生一首七
绝高度赞誉郑将军一生的丰功伟
绩。近日，石井淗江小学36名小
记者前往石井郑成功纪念馆，一
瞻英雄伟貌。 陈丽红 文/图

2021年 4月 24日，兴业银行签署承
诺函，在中国银行业率先采纳联合国气
候变化公约“立即实施气候中性（CLI⁃
MATE NEUTRAL NOW）”倡议（以下简
称“倡议”），按照国际倡议体系，有序开
展自身碳减排工作，确立自身碳中和目
标和路线图。

“立即实施气候中性”倡议由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2015年发起实
施，鼓励全社会立即采取行动，帮助在本世
纪中叶实现《巴黎协定》。该倡议由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负责推广实施，
通过提供科学方法，减少企业碳足迹，助力
实现碳中和。截至2020年末，已有包括各
类企业、组织、国际和政府间机构、联合国
机构、个人等400个签约成员。

“兴业银行作为国内绿色金融领军
者，此次作为中国首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加
入倡议，旨在通过国际公认的碳中和体
系，落实国家‘30·60目标’，确立我行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和工作路线图，推动自身
运营的科学低碳转型，为未来资产组合低

碳转型打下基础。”兴业银行相关负责人
表示，希望通过该行的探索和实践，为中
国银行业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积累有益经
验，也努力为履行《巴黎协定》，完成我国
自主碳减排形成的良好金融业示范效应。

作为支持碳中和的重要推手，兴业
银行一直以来积极发挥自身绿色金融优
势，支持我国经济社会节能减排和低碳
发展，将与碳减排息息相关的节能环保
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作为
重点支持服务领域，到今年 2月末，在该

领域的绿色融资余额为 4986亿元，占全
部绿色融资余额的42%。

事实上，兴业银行不仅是国内绿色
金融的开拓者，也是碳金融的创新推动
者，早在2007年就开始布局碳金融，独立
开发碳资产评估工具，推出一系列碳金
融产品，开创了国内碳金融发展历程中
的多个第一，如首笔碳配额质押贷款业
务、首个基于银行系统的碳交易代理开
户系统等，并与我国七个碳交易试点省
市全部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积极推动

国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
今年来，随着国家生态环境部发布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全国
性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呼之欲出。“兴
业银行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积极参与
全国统一碳市场建设，立足国际和国内
碳市场的参与经验，为碳市场和交易主
体提供一揽子金融服务，以融资+融智为
载体，以交易+做市为抓手，以碳权+碳汇
为标的，全面占据碳金融制高点。”兴业
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

首家采纳联合国“立即实施气候中性”倡议 兴业银行开启碳中和特色探索之路

领略民族英雄的风采。

（上接1版）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一个多月来，
上海医疗专家将“教”融入手术、坐诊、业务指
导、学术讲座等日常行程中，在帮扶中帮助南
安实现人才“造血”能力，不断提升当地医疗人
才专业技术、医疗服务和管理能力，为南安建
设一支业务能力和服务管理能力不断提升的
人才队伍。

“这种学习方式很有效，每一种教学形式，
都能够学到不同的知识，受益良多。”南安市中
医院妇产科跟师学员陈阿金在一个多月的学习
中感受良多，她告诉记者，上海专家全身心投入
的热情也大大调动了大家的学习积极性，同时，
多种形式的手把手带教也让她更好地掌握了诊
疗技术及操作技能。

南安市医院神经外科跟师学员张英育同样
珍惜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每日值班情况都需
总结，由上海专家根据具体病例指导教学，大大
提升了大家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张英育表
示，同时，在全程参与过程中，跟师学员们能够
感受上海医疗专家的新理念，学习了具体业务
中的新技术。

提供优质医疗服务
就诊患者：“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方便安心”

“学科带头人领导下的科主任负责制、专家
组团式帮带”医疗学科共建模式带动了南安相
关医疗专业技术水平的快速提升，填补了多项
技术空白，更让南安市民在家门口切实享受上
海的高端医疗服务。

“当天情况比较紧急，恰巧遇到了上海专家
在南安开展活动，感觉很幸运。”24日，在神经
外科病房里，患者陈阿姨的女儿小吴连连向前
来查房的医生道谢。

原来，16日晚，陈阿姨在家中突发头痛，因
“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入院治疗。根据造影
检查结果，陈阿姨是复杂动脉瘤并破裂出血，若
不及时处理，会带来严重不良后果。当晚，上海
医疗专家李宾和南安市医院医疗团队根据该病
的特点及临床表现，确定了开颅手术治疗方案。

17日，李宾带领神经外科团队经过7个多小
时奋战，最终在凌晨4点顺利完成了“后交通复杂
动脉瘤夹闭术”手术，目前，患者恢复状况良好。

该患者情况较为复杂，在往常，医院需邀请
外院专家会诊。“这样一来，拖延时间，也要多花费
一笔治疗费。”小吴告诉记者，在南安就能及时接
受上海医疗专家的一流诊疗，方便又放心。

“原本打算去泉州就医，听说上海专家到南
安坐诊，就决定留在南安治疗。”市民陈女士是
第一批接受上海医疗专家诊疗的患者，3月 13
日就在南安市中医院妇产科完成了手术治疗，
出院后恢复良好，并于4月9日为主治医生上海
医疗专家任青及妇产科医疗团队送上锦旗。“家
门口享受到优质的诊疗服务，还能享受本地医
保，节省了一笔医疗开支，也省去了家人到外地
陪护的麻烦，很便民。”

如今，上海医疗专家团“组团”开展医疗帮
扶仍在进行，持续在提升南安全域医疗综合实
力上发力，助力“健康南安”的美丽愿景逐步成
为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