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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共同社4月30日公布的最新民意调查显

示，超过半数日本民众认为，就首相安倍晋三将于

今年夏天发表的战后70周年谈话，应该写入“侵略”

和“道歉”内容。50.5%的受访者说，安倍应该在谈

话中使用“殖民统治和侵略”以及“道歉”等关键字

眼。

然而，安倍迄今为止的表现可谓死不悔改。安

倍4月29日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通篇未就侵略历

史和“慰安妇”问题道歉，受到日本舆论的批评和质

疑。《朝日新闻》刊文指出，安倍对美国和对亚洲有

两张脸，对美国极尽逢迎，而对亚洲冷眼相待。安

倍的演讲中充斥着“面向未来”的语句，却没有提到

“侵略”和“道歉”，反映出安倍急于摆脱历史枷锁。

（据新华）

日本过半民众主张安倍道歉

尼泊尔警方5月1日说，该国

4月25日发生的地震迄今已造成

6254人死亡，13847人受伤。

另外，尼内政部公布的最新数

据显示，全部29个受灾县中，位于

山区的辛杜帕尔乔克伤亡情况最

为严重。截至1日中午，该县死亡

人数达2020人，另有数千人受伤。

通往辛杜帕尔乔克县的公路

交通尽管并未封闭，但土石塌方情

况较为普遍。伤者中，仅数百人空

运至大约100公里之外的加德满

都接受救治。

内政部对房屋受损情况的调

查目前仅完成13个受灾县份，这

些县大约有60万所房屋损毁。内

政部官员说，等将其他19个受灾

县的调查数据汇总后，房屋损毁数

据估计会大幅攀升。

据初步估计，尼全国范围内临

时安置灾民需要大约60万顶帐

篷。但目前统一发放的帐篷数量

仅为5万顶，其中1万顶由尼泊尔

红十字会提供，2.5万顶由尼泊尔

城市发展部提供。

灾区食品和饮用水短缺问题也

较为严重。塌方和泥石流导致通往

偏远受灾地区的多处公路阻断，给

食品和水的运输带来极大困难。

总部位于罗马的联合国粮农

组织4月30日发布预警说，尼泊尔

地震将对当地农业生产和粮食安

全造成严重影响，占该国总人口三

分之二的农业人口遭受重大打击。

粮农组织警告说，如果当地农

民错过5月下旬开始的育苗季节，

那么在2016年年底之前，作为该

国主要粮食作物的水稻将无法收

获，再加上可能发生的粮食库存减

少和小麦及玉米歉收，尼泊尔将出

现严重的粮食供应不足。

粮农组织呼吁国际社会帮助

尼泊尔地震灾区的农民尽快恢复

农业生产，呼吁尽全力保护为农户

提供必要收入和营养的重要畜牧

资产。

此外，尼泊尔文化、旅游和民

航部门官员4月30日说，一支名为

“冰崩医生”的团队将在一周内修

复昆布冰川附近道路，攀登珠峰活

动因而将于下周恢复。

尼泊尔25日发生的强震波及

珠穆朗玛峰，引发雪崩，部分登山

营地被掩埋，致使至少18人丧生、

60多人受伤。这一计划遭到不少

登山活动组织者质疑。他们认为，

由于余震不断，目前攀登珠峰危险

太大，恐怕难以确保安全。

38岁的英国登山者尼克�塔尔
伯特在此次雪崩中痛失同伴，自己

则伤了肋骨。他说，尼泊尔政府的

决定让他吃惊。“雪崩发生后，连我

们的当地向导都认为应该赶紧撤

离。如果有人同意不顾危险继续登

山，我会感到惊讶。” （综合报道）

4月30日，在智利的巴拉斯港，正在喷发的卡尔布科火山冒出滚滚浓烟。继4月22日两次喷发后，智利中南部地区的卡尔布科火山30日下午再

次喷发。目前智利政府已发布最高安全警报，并疏散火山周围地区20公里内的5000多名居民。因准备充分，当地居民在军警的协助下有序疏散。

气象部门预计，火山喷发地区在未来数小时内可能会降雨，并导致酸雨的产生。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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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拟下周重开登峰路引质疑
登山者质疑称余震不断难保安全；目前尼泊尔地震死亡人数升至6254人

新华社米兰5月1日电 2015年意大利米兰世

博会1日开幕之际，中国国家馆也举行了隆重的开

馆仪式，正式对公众开放。中国馆占地面积4590平

方米，是世博园区内仅次于德国馆的第二大自建国

家馆。

在长达6个月的米兰世博会期间，中国馆将通

过国家馆日、省区市活动周（日）、企业日，中意农业

食品经贸合作论坛、经贸交流活动、精选展项、文艺

表演和非遗展示等，全方位演绎中国故事、呈现中

国精彩，同时进一步深化中意、中欧多领域交流与

合作。

2015年米兰世博会是继2010年上海世博会之

后新一届注册类世博会。本届世博会以“滋养地

球，生命能源”为主题，聚焦农业、粮食和食品，有

148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

米兰世博会中国馆开馆

传感功能易受文身颜色干扰
用户手上有文身
苹果手表闹“罢工”

5月1日，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符拉迪沃斯托

克，人们参加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游行。

当天，符拉迪沃斯托克各界约3.5万人参加了

这次庆祝游行。游行队伍走过金角湾大桥来到市

中心广场，全程约2公里。 （新华）

俄远东举行劳动节游行

多家美国媒体4月29日报

道，苹果智能手表AppleWatch

用户发现，这款手表遭遇臂部文

身时，多项功能会失灵。

AppleWatch与文身之间的

“敌我”关系已获实验证明。

iMore网站实验表明，纯暗色文

身对AppleWatch传感功能干扰

最甚。

据实验结果，如果Apple

Watch在用户没有文身的手臂上

测出每分钟69次心跳，那么在紫

色、黄色和橘色等偏浅色文身处

会测出每分钟80次心跳，在纯黑

色和纯红色等深色文身处会先

测出每分钟196次心跳，然后完

全失灵。除测量心率功能外，文

身同样可能干扰AppleWatch的

支付、消息提醒和打电话等功

能，甚至影响一些应用软件的正

常使用。

据苹果公司介绍，Apple

Watch背面向皮肤快速发射绿及

红外线光，这些光线会被血液吸

收或反射。AppleWatch不受暗

色皮肤、伤疤和皮肤破损影响，

因为这些情况都不会阻碍光线

射入。但文身的颜色影响皮肤

透明度，阻挡外部光线穿透肌

肤。 （据新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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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作业拐角处的老奶奶

成长中的一件事
跑操

每当我看到小区里一群老

奶奶、老爷爷在榕树下说说笑笑

时，总会想起对面街道拐角处的

那个老奶奶。无论炎热的夏天

还是寒冷的冬天，无论白天还是

晚上，她总佝偻着身子，静静地

坐在地板上，面前放着一个破旧

的小铁碗，上面好几处油漆已脱

落，锈迹斑斑。

记得我第一次从她身边路

过的时候，老奶奶并没有说话，

只是颤巍巍地举起了她的小铁

碗。我把手放进口袋，犹豫着要

不要把里面的零用钱给她。这

时，我看见她的手如枯老的树皮

一般，灰白的头发胡乱地拢在脑

后，皮肤黝黑，满脸皱纹，破旧的

衣服上落满了灰尘。我忽然想

起爸爸说过的话：有两种类型的

乞丐是真正的弱者，一是残疾

的；二是年老的。于是我把钱掏

了出来，放在了她的小铁碗里。

“谢谢你，小姑娘，一生平安

……”身后传来了老奶奶如喃喃

自语般的话语。

我第二次见到老奶奶是

在一次晚饭后。那时我和妈

妈正经过拐角处，突然看见附

近餐馆的一个人捧着一大碗

饭菜放在老奶奶的面前，在那

时，我分明看见了老奶奶的脸

上有着抑制不住的喜悦。是

她从来没有吃饱过饭，还是没

想到会有人这么关心她？只

见她挣扎着从地上站起来，朝

那人躹了一躬。看到这一

幕，妈妈被深深地打动了，她

给了我一个硬币，在我要投

进小铁碗时，却又制止了我，

她附在我的耳边小声说：“不

要扔，要轻轻地放，别给了钱

却伤了老人的自尊。”于是，

我蹲下去，轻轻地放下了那

一枚硬币。

此后，每当我经过那个拐

角处，总会轻轻地在那小铁碗

里放下一枚硬币，而且总是希

望，那儿的硬币会越来越多

……

（湖滨新湖中心小学六年1

班 董梓滢 指导老师：蔡碧瑜）

我最喜欢的礼物
我收到的礼物中，最喜欢的

是妈妈送的小鸭子！

记得那是我10岁生日，那天，

我收到许多亲朋好友的祝福，我

很开心，脸上挂满了笑容，可心里

总惦记着妈妈说要送我的礼物。

妈妈到底会送我什么礼物呢？音

乐盒？花裙子？发卡？……想着

想着，嘴角不禁翘了起来。正在

这时，妈妈回来了。眼尖的我一

下子发现妈妈手里的袋子。“妈妈，

那是什么？”我好奇地问。“就不告

诉你！”妈妈俏皮地眨眨眼睛。“我

能打开看看吗？”“可以呀，不过可

别被吓到哦！”“放心吧，什么东西

我没见过！”话是这样说，可我望着

袋子，却迟迟不敢动手，因为我发

现袋子里有东西在动。为了不让

妈妈看出我的害怕，我硬着头皮

小心翼翼地打开袋子。呀！一个

毛茸茸的小脑袋从里面探了出

来，东看看，西瞧瞧。紧接着又有

一个小脑袋出来了。“嘎嘎，嘎嘎。”

它们是在向我问好吗？我的嘴巴

都成了O形，好可爱的小鸭子！我

没想到妈妈竟然会送我小鸭子作

为生日礼物。哦，有一次无意间，

我曾经说过小鸭子比小鸡可爱多

了。

妈妈瞧我这样，笑着说：“怎么

样，喜欢吧！惊喜吧！”“啵。”我抱

住妈妈，一个响亮的吻定格在她脸

上。妈妈一脸幸福，两朵红云顿时

飘上脸颊。须臾，小鸭子适应了周

围，一下子从袋子里蹦了出来，朝

着我直冲过来，啊？哪里来的鸭子

呀，竟然这么热情，它们是想给我

拥抱吗？我被这突如其来的状况

吓到了，匆忙四处逃窜。哪曾想

到，它们竟然穷追不舍！大家看着

我这狼狈样，都笑了。

妈妈永远最懂孩子的心，知

道我们喜欢什么。谢谢妈妈的礼

物，我也要永远做一个懂妈妈心

的好孩子！（湖滨长福小学六年2

班 钱晶晶 指导老师：张秀娇）

“啊！真香！”一阵浓浓的香味扑

鼻而来。一闻到这香味，我就知道要

包春卷了，赶紧放下书包，向餐厅跑

去。

餐桌上的配料可真丰富，有春卷

皮、海苔、春笋、红萝卜、豆角……我

看到这些菜，馋得直流口水，妈妈先

让我洗手，再来包春卷。开始包春

卷，我高兴得手舞足蹈。我学妈妈的

样子，拿了一张春卷皮铺在碟子上

面，然后用筷子夹了一些海苔放在春

卷上，再铺上一层菜、一层豆角，接

着，把靠身边的春卷皮往里面卷，再

把左右两边的春卷皮向内折，最后双

手按住，把包一半的春卷往前裹。裹

好了，一个小巧玲珑、圆柱形的春卷

就包好了。

开饭了，全家人一边喝排骨

汤，一边吃春卷，吃得津津有味。

爸爸一边吃一边说：“今天包的春

卷很好吃，咸淡适宜，油而不腻；儿

子的功劳也不小！”全家人都称赞

我和妈妈。我的心比吃了蜜糖还

要甜呢！

春卷真好吃，让人百吃不厌，我

喜欢吃春卷，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春

卷！（鸿山镇福民中心小学四年3班

王锴滨 指导老师：陈明端）

眼睛是心灵的灯。眼睛若明亮，世界就光明；眼

睛若昏暗，世界就暗淡。为了让我们更加了解眼睛的

重要，保护好自己的眼睛，今天，老师布置了一项特殊

的作业，让我们当一回盲人，体验一下盲人的生活，然

后写一篇日记。

回到家，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盲人怎么当

呢？这时，我家的“万事通”妈妈对我说：“你可以把红

领巾脱下来，绑在头上蒙住眼睛，就什么也看不见

了。”我按照妈妈的话去做，眼前果然一片漆黑，伸手

不见五指，分不清东西南北。

妈妈让我进房间帮她拿一根笔，我忐忑不安地

想：走的时候会不会踩到钉子或者撞到墙呢？我拍了

拍胸脯，小心翼翼地走着，心里如同十五只吊桶打水

——七上八下。终于走到房间，我东摸摸、西摸摸，怎

么也摸不到笔在哪，最后，我还和墻壁来了一个“亲密

大接吻”。就是这短短的路程，我的心里五味杂陈：当

个盲人真不容易，不当了，不当了，当个盲人太辛苦

了，头上还肿了个包，一分钟也不想当盲人。我迅速

脱下红领巾，眼前一片光明，真好！

通过这次盲人生活的体验，让我真真切切地感受

到了盲人生活的不容易，懂得了盲人的无助和痛苦；

同时，更让我知道了眼睛的宝贵。所以，我们应当珍

惜我们明亮的眼睛，更应该关心和帮助盲人。（石狮市

第四实验小学五年2班 许嘉煜 指导老师：戴翠玲）

大家都知道，“生命在于运动”。为了保证我们每

天运动一小时，学校设计出一个别出心裁的阳光体育

活动项目——跑操。当天没有上体育课的班级在下

午放学后集中在操场进行活动。

今天，刚好轮到我们班跑操。同学们迅速排好

队，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操场。不一会儿，其他班级

陆续到来，一个个黄色的“方阵”井然有序地站在塑胶

跑道上做着准备运动。“总指挥”——体育老师站在操

场中央，中气十足地宣布：音乐响起。只见各个“方

阵”在体育委员的带领下有节奏地摆动着双臂，在原

地慢慢跑动。随着音乐节奏的变化，同学们慢慢地加

快速度，不时和着音乐喊出“1、2、3、4”的口号。听：轻

快的脚步声在操场上奏出鼓点，清脆、响亮的口号声

与蓝天、白云碰撞，画出一条条曲线，扭住、缠住天边

的夕阳，交织成一个整齐、有序的大舞台；看：这一道

道移动的“风景”给傍晚的操场带来了生机与活力。

带队的老师也加入了，成为其中重要的一员。在他

（她）们的引领下，班级与班级之间始终保持着距离，

同学们像训练有素的士兵一样整齐有序。绕操场跑

四圈以后，音乐停歇，我们绕着操场慢走、休息。然后

接着进行第二轮、第三轮的跑操。

运动过后，我的额头早已变成汗水的领地，脸颊

也像个熟透的红苹果，但身心却感到无比轻松。这就

是运动的魅力。（石狮市第三实验小学五年6班 蔡诗

琳 指导老师：林丽欣）

星期天，妈妈郑重其事地对

我说：“孩子，你长大了，也应该帮

妈妈干点事了。”我无语……

“今天就洗衣服吧!”我还是

无语……

“我已经把该洗的衣服，该用

到的洗衣用具，都给你放好了。

我等会儿回来，就可看到我希望

看到的……好吗？”说完，妈妈笑

了一下。我开始冒冷汗了。

妈妈走后，我连忙走进洗手

间，看到眼前的景象，心想：不是有

洗衣机吗？还要用手……可我想

起妈妈那张脸。唉！好好洗吧。

我先拿来洗衣盆，再把衣服倒

进去，然后倒水，最后倒洗衣液，可

一不小心，把半瓶洗衣液都倒了进

去，我惊慌失措，忙把盆给倒过来，

幸运的是，水倒出来了，衣服都还

在盆里。我草草地清洗了一下衣

服。洗完后，就去阳台挂衣服，一

件件都是东倒西歪的……反正，我

已经做好挨骂的准备了。

妈妈回来了，竟出乎我的意料，

摸了摸我的头，对我微笑着点点头

说：“好孩子，你真棒！”面对这美丽

的微笑，我心里真的忐忑不安。

到了晚上，我睡下了，突然，

一阵刷刷声把我吵醒，声音是从

厕所里传来的。我昏昏迷迷地走

向那声音的来源，直到声音越来

越近，我才惊愕地发现——妈妈

正在洗衣服，洗的正是我早上洗

的那些衣服！我顿时泪盈满眶

——妈妈的爱啊！

我轻轻地走到客厅泡一杯茶，

用盖子盖上，然后装睡，直到妈妈喝

了茶，躺下睡觉，我才安心地睡下。

（锦尚镇琼山中心小学五年4

班 胡玉婷 指导老师：邱丽敏）

在我三岁那年，

家里有一只小狗，它

的名字叫小熊。它

是一只忠心耿耿的

狗，把我家的大门盯

得紧紧的，不让坏人

有机可趁。

小熊全身长着

黑色的毛，样子凶巴

巴的，它的四肢挺

长，前脚离地站起来

比爸爸还高，跑起来

像 离 弦 之 箭 一 样

快。小熊鼻子灵敏、

眼神凶狠、牙齿锋

利，陌生人看到它都

会敬畏三分，但它从

不伤害家里人。

小熊还有一个本领：它

不仅会捉贼，还会捉老鼠

呢！无论老鼠藏得多么隐

秘，都会被小熊捉到。小

熊比猫还厉害，一看见老

鼠，就立刻把老鼠咬死，扔

到垃圾桶里。

可是有一次，小熊

在外面尿尿的时候，坏

人拿绳子勾住它的脖

子，又把绳子挂在电动

车上，将它拖走了……

从此，我们再也找不到

小熊了，全家人都念念

不忘，希望小熊平平安

安，找到一个温柔的主

人。（石狮市中英文实验

学校四年 2班 林晓晴

指导老师：黄四维）

忠
心
耿
耿
的
小
狗

包春卷
石狮市第三实验小学二年5班 许君涵 指导老师：吴少龙启 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