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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季

校园新闻

举办科技节
本报讯

南阳小学第十二届科技节于 11 月 15 日召

开。
开幕式上， “科普志愿者”、 市科技馆青少年科技
活动中心两位老师的无人机科普讲解和无人机航拍受欢
迎。 通过科技节， 学生了解到无人机常识， 感受了科技
的魅力， 激发了学科技的热情。
南阳小学 4.1 班 张恩睿
指导老师 潘虹

聘任班主任
为团支部指导员
本报讯 11 月 13 日， 抚顺一职专团支部指导员聘
任大会在北一楼阶梯教室举行。
根据团中央、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共青团改革实施方
案》文件精神，加强基层团支部建设，抚顺一职专团支部
聘请各班班主任任团支部指导员， 以此加强团组织的凝
聚力，推动团的工作进一步发展。
抚顺一职专 吴汶倚
指导教师 迟婷

弘扬优秀家风
本报讯 根据市教育局文件精神， 在党支部指导
下， 胜利中学校团委结合本校实际， 于 11 月 17 日举办
了“
传承好家风， 弘扬好家教” 作品展。
作品展是胜利中学家庭、 家风、 家教主题活动的缩
影。 作品展展出了家长和学生共同创作的书画、 教师家
庭创作的作品、 学生合作的作品。
通过活动， 唤起了家长对家庭教育的重视和思考。
胜利中学 9.4 班 吕明慧
指导教师 王美龄

法制教育进校园

喜获佳绩

本报讯 由团市委、 新抚区团委、
新抚区教育局团委、 新抚区教育局关工
委主办， 市第二十二中学承办的“法制
进校园” 主题教育活动于 11 月 20 日举
行。
活动中， 新抚区法院少年法庭庭长
袁杰作了题为 《法制相伴快乐成长》 法
制报告。 袁杰结合典型案例， 讲解了与
未成年人密切相关的抢劫罪和故意伤害
致死罪的相关法律规定， 让学生树立起
尊重他人和自己的理念， 树立起遵守国
家法律、 法规和社会公德观念。
通过活动， 学生深刻理解了“责
任” 内涵， 明确了所承担的国家、 社
会、 个人及家庭的责任。
二十二中学 8.2 班 张博雅
指导教师 窦建强

本报讯 10 月 26 日至 11 月 14 日，
为期 20 天的新抚区评优课活动落下帷
幕。
十九中学喜获佳绩， 捷报频传。
学校共有语文、数学、英语、化学学科的
7 名教师参赛， 其中 6 名教师获得第一
名，1 名教师获得第二名。 优异成绩的取
得，与这些教师辛勤的工作分不开。
十九中学 8.1 班 汤雨晴
指导教师 来彬彬

传承智慧 传递温暖
本报讯 为更好地促进课堂教学改
革， 引领教师转变教学观念， 为教师搭
建一个互相交流、 互相学习的平台， 切
实解决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全面提高学
校的教学质量， 西十路小学开展了“传
承智慧， 传递温暖” 教育教学交流活
动。
交流活动中， 一年组提出了问题，
讲出了困惑； 二年组介绍了经验， 传递
了温暖。 通过交流活动， 不仅让老师在
工作中少走了弯路， 而且让老师感受到
了来自学校和同事的关心和爱护。
西十路小学 方樱诺 崔艺腾 张颢翔
指导教师 韩威 李静

开展家庭家教家风
建设活动
本报讯 11 月 15 日， 在党总支的
组织下，五十中学举行家教家风作品展。
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一直以来都是五
十中学工作中的重要内容。 活动中， 广
大师生认真准备， 让家庭家教家风建设
走进家庭， 融入课堂。 校领导严格把
关， 经过做出来、 选出来、 亮出来三个
环节， 遴选评出优秀作品。
“家是小小国， 国是千万家。” 通过
活动， 学生在家国情怀这个基点上， 有
了爱家、 爱校、 爱国家的责任与担当。
五十中学 9 年 1 班 丁文
指导教师 李季

青青芳草地

骑自行车买面粉

听童心

今天， 我骑自行车和妈妈去买面粉。
妈妈把面拎出来， 放在我的自行车上。
面粉有 25 公斤， 我蹬不动。 车是竞速的， 我
使劲往前蹬， 同时把档换到 1 档， 这下骑起
来轻松多了。
才过广场， 车就掉链子了。 我停下来，
找到出问题的地方， 把车链子按上。 我继续
骑， 没蹬几下， 又掉链子了。 我左思右想，
终于弄明白了。 在 1 档的时候， 车链子是在
最大的齿轮上， 与下面的小齿轮间隔太大，
容易跑偏。 我按上车链子， 蹬起车， 马上换
到 2 档， 这下不掉链子了。
我骑着自行车， 生怕平衡不好倒了。 到
了家门口， 妈妈扛起自行车， 我拎着面粉跟
着。 上楼时， 妈妈抱怨说： “这破自行车，
整得这么沉！” 我偷偷吐吐舌头。 进屋后， 妈
妈坐在地上不想动了。
章党实验学校 6.2 班 郑学文
指导老师 贾秋利

《小王子》 是一本让我真正懂得童年可
贵的书， 一本教会我爱与责任的书， 一本百
读不厌的书。
我希望全世界的爸爸、 妈妈、 老师以及
所有的大人都能听听孩子的心声。 我们不是
完美的小孩， 希望自己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有一群真正懂我们的大人。 别忘了， 大人也
曾经是个孩子， 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孩。
让我们一起聆听小王子， 守望成长， 静
听花开； 让我们把纯净的文字读给每一个孩
子和曾经是孩子的大人听， 用温暖的童话轻
触心底的温暖。
德才小学 5.1 班 林禹杉
指导教师 赵丽娟

读《亲爱的汉修先生》有感
我向大家推荐 《亲爱的汉修先生》 这本
书。
在读这本书时， 主人公鲍雷伊的喜怒哀
乐深深地打动了我。 鲍雷伊和爸爸一起开着
卡车去送货， 一路上爸爸灵活变换挡速， 在
曲折的弯路上巧妙地驾驶着又长又重的货柜
车， 可好玩了。 鲍雷伊父母离异， 这让鲍雷
伊很伤心， 也很孤独。 鲍雷伊希望父母重新
在一起， 结果没有实现。 其实， 鲍雷伊最想
要的东西就是一个完整的家庭。
我想， 假如鲍雷伊的爸爸和妈妈没有离
婚， 鲍雷伊的生活一定是幸福美好的。
龙凤小学 4.1 班 迟奕昕
指导老师 赵雪聆

伏尔加庄园之旅
金秋十月， 我和家人一起游览了位于哈
尔滨郊外的伏尔加庄园。
伏尔加庄园是一个以俄罗斯文化为主题
的园林， 里面有充满异域风情的教堂、 城堡
和表演。 庄园大门是十七世纪俄罗斯木制城
堡原型， 米妮阿久尔餐厅是哈尔滨著名的老
建筑， 外形酷似一艘大船。
傍晚， 我们在庄园里散步。 希腊雕像，
蜿蜒曲折的阿什河， 俄罗斯风格的乡村别墅，
暖暖的桔色灯光透过窗户照在院子里。
第二天清晨， 我早早起床欣赏晨光中的
伏尔加庄园， 美轮美奂的景色不仅展示了欧
陆文化， 而且架起了一条中俄人民之间沟通
的桥梁。
六四零九小学 4.1 班 郑涵月

给我一片天空
给我一片天空。 我可以放飞几只小鸟，
栽上去几朵小花。 鸟儿唱出清脆的歌声， 花
儿的香淡淡的， 弥漫在空气里。
给我一片天空。 我可以放
上几朵棉花， 让天空多一份色
彩， 像蒙上轻轻的白纱， 静悄
悄的。
给我一片天空。 我可以听
着欢快的曲子翩翩起舞。
给我一 片 天 空 。 让
我自由飞翔， 变成那萤
火虫， 照亮漫漫的夜路。
变成一缕阳光， 给人们
带来新的希望。
雷锋中学 7.5 班 孙一萌
指导教师 刘美佳

寻找最美

扶老奶奶
从小受尊老爱幼教育， 遇到尊老爱幼的事， 我会毫不犹豫地去
做。
一次， 我看见前面一位老奶奶不知怎么就摔倒在地上， 立刻跑
上前去， 伸出搀扶的手， 把老奶奶扶起来。 望着老奶奶离去的背
影， 我为自己做的事而感到骄傲。
我始终坚信， 社会就像你弹奏的乐器， 即使不小心弹错几个音
符， 只要你相信自己， 依然会奏出美妙的乐章。
大自然小学 5.3 班 刘丞峻
指导教师 赵琳琳

文明小路
学校老师经常对我们说， 日行一善， 积累起来就成为大善， 一
个小小的举动或者一句话， 也许就是对别人最大的帮助。
去年寒假， 我去新宾的姥姥家。 下了几场大雪， 广场上堆起了
雪堆有一人高。 广场上白雪一片， 我和姥爷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
非常疲惫。 我想， 如果我们扫出一条小路， 出来散步的人们就会方
便很多。
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姥姥和姥爷， 他们听后非常支持我。 于
是， 我们扛着雪锹来到广场， 用了大约两个多小时， 扫出一条小路
来。 散步的人们轻松地走着， 太阳把他们的影子倒映在雪地上。
北台小学 5.2 班 顾伟峰
指导教师 周莉丽

小记者视线

人人都要文明出行
生命的意义
我有一个问题，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
在一座危峰兀立、 怪石嶙峋的山上， 生
长着一棵小树。 多么强大的生命力， 才能让
它把根牢牢地插在悬崖峭壁上。 它不是一棵
参天大树， 没有生活在阳光雨露滋润着的土
地上， 却活了下来， 真是让人震惊的顽强生
命力。
在生活中， 医生是一个普通的职业。 就
是医生， 挽救了无数生命， 谱写了一个个生
命的奇迹。 还有许多热爱生命的名人。 张海
迪 5 岁患了骨髓病， 但她阳光、 乐观。 她有
一句名言： “一百次倒下， 就要一百零一次
地站起来！” 正是这种坚强的品质， 谱写了一
首生命的赞歌。
生命会终结， 但我们要让自己的人生更
有价值， 要用知识、 勇敢、 乐观、 善良让自
己活得更有意义。
北台小学 5.2 班 郭恒冶
指导教师 周莉丽

雪

周六， 妈妈陪我一起去河东补课。
等公交车的时候， 每个人都按照先后顺序站排。 公交车来了，
突然从旁边冲过来一名年轻男子， 他越过人群直接跳上了公交车。
有人喊： “前边的人要排队上车， 不要加塞！” 那个年轻男子没有
理会， 而是理直气壮地坐了下来。 大家向他投去了鄙视的目光。
我想说， 遵守公共秩序是每个公民的义务， 希望人人都能文明
出行。
南台小学 4.2 班 王思博
指导教师 陈金花

无名英雄
我最敬佩的人是清洁工人。 他们用辛勤的劳动换来美好的环
境。
清洁工人非常辛苦。 清晨， 当人们还在熟睡时， 他们就已经开
始了一天的忙碌。 无论是炎热的酷暑， 还是冰冷的寒冬， 他们任劳
任怨地工作着。
在街上， 看见有人随意丢垃圾， 我会立刻上前制止， 告诉他清
洁工人有多么辛苦。 天不亮， 清洁工人就出来工作， 天黑了还没有
回家， 有时连饭都吃不上。
清洁工， 您是我心中的
无名英雄， 我永远敬佩你们。
北台小学 5.2 班 胡笑庸
指导教师 周莉丽

又是新的一天， 我被狂燥了 5 分钟的闹
钟叫醒。
我穿上衣服， 拉开窗帘， 发现外边一片
雪白。 今冬的第一场雪。 我吃完早饭， 兴高
采烈地走出家门， 冷风钻进我的衣袖。 我踩
在了软绵绵的白雪上， 留下了第一个脚印。
冰雪覆盖了整个世界。 我走到车站， 一个洁
白的雪球砸了我， 随后传来了哈哈的笑声。
我捏了一个雪球， 回了过去。
学校也披上了厚厚的白棉袄。 下课啦，
我们冲出教室玩起了雪。 有人堆雪人， 有人
滚雪球， 有人打雪仗， 其乐无穷。
冬天虽然寒冷， 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个快
乐的季节。
哈达九年一贯制学校 5.2 班 赵悦琳

我爱冬天
春天万物复苏， 夏天五彩缤纷， 秋天果
实累累， 我更喜欢白雪皑皑的冬天。
雪落在地上， 像给大地盖上棉被； 雪落
在房子上， 像戴上了小帽子； 雪落在树上，
像给树穿上了棉袄。
雪停了， 小朋友们都出来玩了， 有的在
打雪仗， 有的在滚雪球， 还有的在堆雪人。
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雪的热爱，
我更喜欢打雪仗。
冬天不只是休养生息， 更是为了春天的
美好， 孕育着勃勃生机。 我喜欢冬天。
南阳小学 2.1 班 李紫涵
指导老师 丁新新

抚顺日报社小记者团网址：
http://xjz.0245.c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