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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下生花 我是小小文曲星
—市三十一小、瓦店镇来庄小学联谊佳作展示
——

互帮互学收获多
□市三十一小五（2）班

制作泥塑“小雪人”

马威耀

□瓦店镇来庄小学二（1）班 王熙妍

星期一， 我和老师们来到

一个男生太害羞了，怎么都教不

“两只小手搓一搓， 十指交

瓦店镇来庄小学，开展对口帮

会。 到了比赛的时候，让我感到

叉揉一揉……”课堂上，袁老师

形，又把一个小拇指甲大小的圆

扶联谊活动。

惊讶的是，那位害羞的男生竟然

教我们做起有趣的动手操。 此时

球放在三角上给它做了一顶小

在赵峥老师的体育课上 ，

每个动作都做得很标准，小组的

我已迫不及待要自己动手制作

帽子。 哇，我的雪人已经成功一

我和来庄小学四年级的学生

其他人也都很尽力，我们小组出

一个小雪人了。

大半了。 趁热打铁，我又做出眼

一起学习舞蹈《你笑起来真好

乎意料地获得了第一名。我问他

我先用手揉出两个不同大

看》， 以前我不太喜欢这个舞

比赛咋跳得这么好，他说，为了

小的圆球，接着把小圆球叠在大

样就做好了。 老师看到后，夸我

蹈的，因为我觉得这个舞蹈只

我们组的荣誉呀！想想我以前的

圆球上，捏紧后，小雪人的身体

做得好， 还教我做雪人的围巾。

适合女主跳，但接下来发生的

想法，实在惭愧呀！

我把一块小泥巴捏成三角

睛和微笑的小嘴，一个小雪人这

就做好了。 正当我高兴时，一不

看着这个小雪人，我露出了开心

回来的路上， 我的心情久

小心把雪人的身子压扁了，看着

的笑容。

赵老师教了我们第一段，便

久不能平静， 互帮互学不仅让

扁了的雪人，我的眼泪顿时在眼

看到这个小雪人，我就会想

分组练习了，每个人教一个组的

我们学习了知识， 更收获了美

眶中打转。 我又重新做了雪人的

起市三十一小的师生和我们度

同学。 在教他们的过程中，我发

德、友谊与感动！
（指导老师：闫保玲）

身子，下一步就要制作雪人的帽

过的美好时光。

事儿，让我羞愧不已！

现男生都比女生难教，我们组的

（指导老师：贾佩都）

子了。

来庄小学之旅

难忘的葫芦丝课

□市三十一小五（3）班 董宇梓

□瓦店镇来庄小学五（1）班 李莹莹

潇伴随着音乐， 为我们带来

今天，得知市三十一小的杜

像一个红红的柿子；有的同学吹

了跆拳道表演， 来庄小学的

老师要给我 们 带 来 一 节 生 动

出“咿咿呀呀”的声音……同学

同学也表演了精彩的节目。

有趣的葫 芦 丝课， 教室里顿时

们沉醉在吹葫芦丝的乐趣中。 杜

们赠送了音乐体育器材，送上

无论是马威耀和张凌潇表演

沸腾了。

老师说：
“
只要能吹响， 你们就算

了我们的一份心意。

的跆拳道， 还是来庄小学表

在音乐教室，杜老师给我们

通过第一关啦。 ”杜老师让每个同

演的手语操舞， 都赢得了热

每人发一把葫芦丝。 葫芦丝外观

学试着吹一吹，轮到我了，我勇敢

烈的掌 声。

平滑、精致，下面是一根长、两根

地吹出了声音，由于气息不足，吹

一系列的表演结束，我们

短的主管，主管前后总共七个精

的声音有点拐。 同学们哄堂大笑，

与认识的小伙伴交换承载着

巧的小孔。 哇！ 摸着它，看着它的

我的脸顿时红了起来， 杜老师鼓

来真好看》。 我听见有有同学

自己心意的礼物。 大家每个人

样子，我真是对它爱不释手！

励我：
“
没关系的，再接再厉。 ”

小声嘀咕， 这怎么和我们学

的脸上都洋溢着兴奋的笑容，

杜老师向我们展示了吹葫

时间过得很快，不经意间快

的不一样？ 这个跳得真好看。

这真是一次有意义的活动。
（指导老师：朱清泽）

芦丝的站姿、嘴型、手形以及如

乐的音乐课结束了。 晚上，回想

何去吹响它。 老师边讲方法边

着吹葫芦丝的乐趣，我渐渐进入

示范， 同学们迫不及待地吹了

了梦乡。

周一，我们 来 到 瓦 店 镇 来
庄小学开展结对帮扶联谊活
动。 在捐赠仪式上，我们向他

体育课上， 赵 老 师 带 领 我
们和来庄小学的同学共同做
一个小游戏。 游戏结束后，赵
老 师 教 我 们 跳 舞 蹈 《你 笑 起

在升旗台下， 马威耀和张凌

起来。 瞧，有的同学涨红了脸，

（指导老师：何晓敏）

有意义的校园活动
听我说谢谢你

□市三十一小五（7）班 张凌潇
1 月 11 日 上 午 ， 在 校 长

分组比赛中， 我们组得了 100

和老师的带领下，我与几位老

分，大家开心得跳了起来。 我们

师同学来到美丽的瓦店镇来

互相交换了精心准备的礼物和

早上来到学校，老师告诉我

小的同学送给我们课外书、玩偶

庄 小 学 ， 开 展“手 拉 手 ” 对 口

联系方式， 这一份份小小的礼

们，市三十一小师生要来学校开

和零食，我送给他一本厚厚的日

帮扶活动。

□瓦店镇来庄小学五（1）班 邓玲玉

物承载着我们满满的情谊。 虽

展联谊活动。 我们听后非常激

记本， 上面有我对他们的祝福，

我们为来庄小学的同学

然只是短短半天的共同相处和

动，非常期待。

我们成了好伙伴。

们准备了各种各样的礼物，有

学习， 却把我们的心连在了一

市三十一小的杜老师要给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受之

胡芦丝、口琴、篮球、吉它、书

起，让友爱和平等连在了一起，

我们上音乐课，真开心呀！ 杜老

帮助，心怀感恩。 谢谢市三十一

法本、橡皮泥等，希望他们也

让理想和智慧连在了一起。 我

师教我们认识葫芦丝这种乐

小的校长和各位老师，你们的关

能像我们一样， 多才多艺，学

们学会分享和互相帮助， 理解

器，并且教我们如何演奏。 大家

怀和帮助， 使我们学到了更多，

了创造和付出的意义。

初次接触这种乐器， 学得都很

使我们开阔了眼界，使我们增长

到更多课本之外的知识，拥有

这次活动虽然很短暂， 但

认真。 在杜老师的鼓励下，我们

了知识。 我一定好好学习，将今

在体育课上，我们一起学

却让我难忘， 希望可以多一些

慢慢地越吹越好， 都能吹出一

日的帮助化作更大的力量，将来

跳舞蹈《你笑起来真好看》，我

机会参与这样的活动。
（指导教师：任亚丽）

些音调了。

为祖国和社会作贡献。
（指导老师：袁书梅）

更加丰富的校园生活。

们教得耐心， 他们学得认真。

在结对子活动中，市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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