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吃过棉花糖

你在棉花糖基地玩过吗
10 月 4 日，晨报小记

者体验团迎来了最喜欢
的活动———棉花糖基地
研学。

龙湾百里溪·棉花糖
营地是有趣味、 有内涵的
实践教育基地，以“知行合
一”为主导，“五圣文化”为
主线。 这里以一个开放式
的自然空间， 让孩子们接
受多样化的教育， 更好地
培养自理及动手能力，让
童年更丰富多彩。

上午 9 时，开营仪式
开始。 在老师的带领下，
小记者们为我们伟大的

祖国献上歌曲《我和我的
祖国》， 随后语气坚定地
向祖国宣誓：少年智则国
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
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
独立， 少年自由则国自
由， 少年进步则国进步，
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
欧洲， 少年雄于地球，则
国雄于地球。

首先现身的是“爸爸
的游戏”,在玩的过程中拉
近了孩子与家长的距离，
让他们可以更加清晰地
了解爸爸的玩具，体会以
前的生活更加珍惜现在

学会感恩。
玩过考察协调性的

游戏后是不是要来点专
注力的测试呢？ 小记者体
验团一起来到射击场，看
一看神枪手是怎样炼成
的。 年纪比较小的选择坐
卡丁车， 感受一下 F1 赛
车手的潇洒风姿。

午休结束，在老师的
带领下，小记者来到小小
医圣的教室，在这里了解
了中医的望闻问切，认识
常见的中药材，并在老师
的指导下自己动手制作
艾条。

古香古色的汉画拓印
教室，挂着满墙的拓印作
品。 石艳红老师告诉记
者，桌上的模具都是以汉
画馆浮雕为原型进行缩
印雕刻而成的。

石艳红老师向小记者
们讲解了拓印技术的传承、
拓印过程， 认识了拓包、拓
版、拓墨、宣纸等，小记者们
无不感慨古人的智慧，更加
深刻地认识到中华文化的
博大精深。

结营仪式在歌曲《你
笑起来真好看》 中拉下
帷幕。 （邵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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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旗仪式是一个国家向全世界展现国
人风采的时候，我国也非常重视升旗，每一
次的升旗都给我们带来了不同震撼。 10 月
25 日，南阳市彭雪枫少年军校的教官们向我
们展现了他们坚韧威武的一面，但是背后的
艰辛又是怎样的呢？

中国有句古话：“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
功”。 他们也一样，因为各校非常重视升旗仪
式，为了避免发生失误，几个月前军校的教
官就开始为此做着准备。 仅在徒步 7 人方阵
中，齐步走、正步走、踢腿这些动作经过一遍
又一遍的练习，让整个护卫队庄严整肃。

在炎炎夏日中进行训练，有不少人会因
为长时间的暴晒而中暑，因此，除了训练的
军人，部队中的医护人员也是时刻陪伴着他
们，随时在训练场上待命。 以便能在意外出
现时第一时间上前处理。 他们所有的付出就
是为了告诉我们，中国是最好的！ （赵慈）

走进彭雪枫少年军校

升旗仪式的背后

本报讯 （实习记者
赵慈）国庆节前夕，樊登
读书会与南阳市十二中
共同举办“党员团员教师
读书活动颁奖仪式”。

颁奖仪式中，校长刘泽
说，青年教师是学校发展的
基石和希望，党员、团员是
教师队伍的骨干力量。要发
挥党员、 团员示范引领作
用，增强教师的进取心和敬
业精神。党员团员教师读书
要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活动结合起来，守
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
实，把人民对优质教育的向
往作为奋斗目标。

樊登读书南阳分会执
行会长曹海记告诉记者，
樊登读书作为一个在全
球拥有 2400 万会员的全

方位学习平台，旨在推动
三亿国人养成读书习惯，
让读书点亮生活，推出了
二十一天阅读分享活动。

樊登读书通过音频、视
频、图文三种形式，用 45分
钟时间， 用生活化的例子，

讲解每本书籍的精华内容，
极大提高阅读效率。

曹海记向南阳市十二
中新校区校长张自帅颁发
樊登读书会南阳授权点战
略合作证书， 并向张振东、
盘会霞、王银等优秀教师颁

发获奖证书。 张振东、盘会
霞、王银三位老师分享了读
书感想。 他们用樊登读书
APP，利用碎片化时间读了
多本书籍，滋润心灵，去除
烦躁，丰富知识，提升才华，
遇见更好的自己。

樊登读书会：为阅读插上智能的翅膀 南阳市彭雪枫少年军校

青少年成才的摇篮
南阳市彭雪枫少年军校 2007 年被解放

军总政治部、共青团中央授予“全国少年军
校示范校”称号。

建校以来， 军校已为南阳理工学院、南
阳师范学院、河南工业学院、安阳滑县职业
中专、许昌世纪龙少年军校、信阳航空服务
学校、南阳市部分中专、中小学校、军校各分
校等 50 余所学校军训百余期， 受训学生 10
余万人次。 是青少年国防教育阵地、培养高
品质人才的摇篮。 （赵慈）

市十四中新生军训结营
心怀感恩 阳光成长

本报讯（见习记者 蔡婧）日前，市十四
中举行了 2019 年新生军训结营仪式。

仪式上，该校七年级 8 个班新生在教官
的指挥下依次进行了会操表演。 同学们举手
投足之间无不透露出满腔的自豪与自信，每
一个眼神都写满了坚毅，充分体现了朝气蓬
勃、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 蹲下、立正、齐步
走，同学们迈出整齐划一的步伐、喊着嘹亮
的口号，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接受检阅。 在感
恩教育活动中，教官声情并茂地讲述了一个
个感人的亲情故事，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位同
学。 很多同学忍不住流下感动的泪水，拥抱
着父母， 说出了自己心里话：“爸爸妈妈，辛
苦了! 爸爸妈妈，我爱您! ”

仪式最后，该校老师和教官一起为优秀
学员、优秀班级颁发奖状。

市十七小举办国防教育研学活动

自强不息 勇敢向前
本报讯 （见习记者

蔡婧）日前，市第十七小
学联合市全民国防教育
中心展开了以“加强国防
教育， 弘扬爱国精神”为
主题的教学活动。

随着庄严的五星红

旗缓缓升起，教育活动正
式开始。 该校六年级 8 个
班的学生分组参观国防
教育展馆，了解武器装备
知识， 通过水弹枪射击、
射箭、手榴弹投掷、动力
圈拓展、 军事队列训练，

学习初步的军事技能，不
断增强国防观念，学生们
满头大汗却依然觉得其
乐无穷。 此外，还通过手
语操、 唱红歌的活动形
式，营造浓厚的国防教育
氛围。

此次活动的开展，弘
扬了爱国主义精神，使学
生们感受到今天的幸福
生活来之不易，同学们纷
纷表示， 一定会努力学
习，早日成才为祖国的繁
荣富强作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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