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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在线

语教师心

台

点津成佳作 妙悟品韵文

电校园来

本报讯（通讯员程建国 高中

军）5月10日，市第十九小学举行
春期运动会，进一步增强学生体

质，锻炼学生勇于拼搏、吃苦耐劳

的精神。

本次运动会设置了跳绳、拔

河、跳远、跳高、乒乓球、实心球

等丰富多彩的比赛项目。赛场

上同学们顶着烈日，出色地完

成一个个比赛，创造了一个又

一个新的学校纪录。学校也以

这次运动会为契机，让学生们

积极行动起来，让运动融入每

天的生活中，在每天的运动中

强 健 体 魄 ，健 康 成 长 ，品 味 快

乐，幸福生活。

市第十九小学

丰富多彩运动会

本报讯（通讯员孙晓果 史艳

丽）5月10日，市第十七小学举行
了“2019年春期群文阅读观摩研讨
课”活动，市完全学校、谢庄三小的

老师和家长代表共同参加了本次

活动。

“群文阅读”是近几年兴起的

一种教学模式，它扩大了学生的阅

读面，能有效提高学生的阅读能

力。活动中三年级方艳老师以“寓

言故事中的对比”为议题，精心选

取了《叶公好龙》、《狐》、《白帆和木

桨》、《橡树和芦苇》四篇文章，突破

传统的课堂教学，通过比较阅读，

激活学生思维，培养学生对知识的

建构能力，增加学生课堂阅读量，

体现了群文阅读的理念及课堂实

施策略。授课结束后，方老师就自

己所执教的课例，与在座的领导、

老师们进行了互动交流。参加活

动的老师、家长反响热烈，纷纷表

示认识到群文阅读的诸多益处。

此次活动的成功开展，是十七

小学群文阅读研讨的一个良好开

端，让大家对群文阅读有了进一步

的认识和理解，把课外阅读引入到

课堂之中来，努力从根本上改善阅

读教学的现状。

市第十七小学

开展群文阅读观摩

本报讯（通讯员徐祖瑞）5月
12日上午，2019中国小篮球联赛
南阳赛区在市第七小学拉开帷幕，

共有来自市中心城区各小学的51
支代表队456名运动员参赛。
“小篮球”是指使用小型篮球、

球场及篮架，专门定制符合12岁
及以下少年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

比赛规则来开展的青少年篮球运

动。2019中国小篮球联赛分为省

级赛和大区夏令营两个阶段，南阳

赛区比赛由中国篮球协会主办，河

南省篮球协会、南阳市体育局、教

育局承办，南阳市中小学体育协会

协办。比赛为期三天，分U8组、
U10男子组、U10混合组、U12男
子组、U12女子组5个组别，采用
先分组单循环再交叉淘汰的赛制，

每个组别的冠军球队将代表南阳

参加省级赛。

市第七小学

中国小篮球联赛开赛

有人喜欢鸟语花香的春天，
有人喜欢硕果累累的秋天，也有
人喜欢白雪纷飞的冬天，但我最
喜欢的却是那骄阳似火的夏天。

夏天骄阳似火、烈日炎炎。
蝉在树上不停地叫着：“热死了，
热死了！”在另一旁的池塘里，荷
花盛开了，正所谓“小荷才露尖尖
角，早有蜻蜓立上头。”青蛙在荷
花旁的荷叶上跳来跳去，不停地
捕捉蚊子，样子十分可爱。

夏天树叶从青绿变成碧绿，
静静地等待着秋爷爷把他们从夏
哥哥的身边接走，给他们换上金
黄色或者红色的美丽的秋装。

夏天小朋友们换上短袖，纷
纷跑去小卖铺买雪糕吃，买冰镇
汽水喝，有些干脆来到游泳馆，换
上泳衣、泳裤跳进游泳池里尽情
地游泳。

夏天是我最喜欢的季节，你
喜欢吗？

夏天
市第十七小学 二（二）班 李酃攸

我的校园生活多姿多彩。
中午吃完饭以后可以在操场上
玩游戏，我最喜欢的游戏是“水
果大作战”。

游戏是这样玩的，先找五个
人，其中一个人当切菜机，剩下
的四个人当水果，水果们有一个
基地，切菜机如果摧毁了水果的
基地，切菜机就胜利了，水果们
如果摧毁切菜机，水果就胜利
了。水果们有很多武器，比如榴
莲炸弹、香蕉大炮等等，切菜机
也有武器，比如镰刀、水果刀和
砍刀。

游戏开始了，水果们发出了
榴莲炸弹，切菜机巧妙的用水

果刀把榴莲炸弹切成了两半，
化解了危机。此时，葡萄拿出
了葡萄手枪打出了一堆小葡萄
子弹，切菜机正在切葡萄子弹，
却不知道香蕉已经用香蕉大炮
瞄准了他，发出一发炮弹直接
把切菜机的镰刀打碎了。切菜
机拿出机关枪发出了很多水果
刀，水果们赶紧拿出了西瓜盾
牌进行防御。

突然，上课铃声响了，我们
回到了教室，认认真真地上课，
期待着下课我们还玩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让我懂得了一个
道理，只有学会与别人合作，才
能取得更大的成功。

水果大作战
市第九小学 二（六）班 孙源森

春天是一个可爱的小姑娘，
一会儿在柳枝上荡秋千，一会儿
在风筝尾巴上摇啊摇，一会儿又
在桃花枝头上嬉戏欢笑……

夏天荷花开了，小朋友们穿
上了短袖，大树碧绿碧绿的，人们
都在大树底下乘凉。

秋天是个硕果累累的季节，
苹果穿上了红色的衣服，葡萄披

上了紫袍，银杏树也穿上了美丽
的秋装。

冬天白雪皑皑，大树的叶子
都落了，房顶上像披上了白色的
衣服。小朋友们有的在堆雪人，
有的在雪地里画画，还有的在打
雪仗……

四季真美啊！我爱这美丽的
四季！

我的校园生活是丰富多彩
的，其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学校
举行的一次运动会了。

那一天，校园里热闹非凡，同
学们都在热烈地讨论自己将要参
加的项目。我们班参加的拔河比
赛，正好排在第一个，哨子一响，
激烈的比赛开始了，同学们齐心
协力，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块儿
使。我看到有的同学咬紧牙关，
身子一直往后倾，拉拉队也为他
们捏了一把汗，一直在喊：“加

油！加油！”我们趁对方不注意
时，猛地一拉，绳子中间系的红
绳就跑到我们这边了。同学们
兴奋地跳了起来，喊着：“耶！我
们赢了。”老师也为我们开心，对
我们竖起了大拇指，连连称赞
道：“咱们班的同学真厉害，你们
真棒！”

这次运动会不仅让同学们玩
得很开心，而且让同学们明白了
一个道理：只要团结友爱、齐心协
力地努力，就一定能成功。

拔河比赛
市第四小学 三（六）班 薛沣珈

四季
市第十七小学

二（一）班 袁林雨

一转眼已经在大队辅导员这个岗位上工
作接近半年的时间了，这半年中让我体会到
了一个词“痛并快乐着”，虽然工作忙碌而辛
苦，琐碎而枯燥，但是当看到每一次活动都能
顺利成功地举办时，内心的喜悦是无法用语
言形容的。

每个星期一的升旗仪式，虽然是一项非
常简单而平常的事情，但是对于我来说，却一
点也不平常。记得有一次，广播员在念稿时
念错了一个重要的字，孩子哭了一个上午，虽
然没有责备她，可是晚上她却用妈妈的手机
发来一段很长的话：“亲爱的老师，和您的严
格要求相比，我实在不该在关键时刻出错，今
后我会更加勤奋，争取在周末把稿子熟读乃
至背诵，确保升旗仪式不出任何纰漏。”读着
孩子的话，感动的同时也很欣慰，每一丝付出
的背后，都是为了成就更好的自己，这是我给

孩子们的言传身教，也算是最大的收获吧。
3月 5日，第 59个雷锋纪念日，少先队的

几个孩子和区教育系统志愿团队一起走进福
利院，给这些特殊的小朋友们带去生活用品
的同时，也带去了“精神食粮”。欢快的歌声，
优美的乐器演奏展示了九小少先队员的素养
和爱心。返程的车上，我适时引导：“孩子们，
今天你们的所见所思都很有意义，三月是学
雷锋月，你们可以把这些感受和全校的同学
分享，校园广播站是你们最好的平台。”一声
欢呼，孩子们在车上就开始讨论起来，没过两
天，他们自发写的文章、倡议书、搜集的雷锋
名言、雷锋事迹、自己写的诗歌在校园里回
响，整个九小的校园学雷锋的氛围更浓郁了，
好人好事也更多了。看着他们忙碌的身影，
我很欣慰，好的教育不就是应该这样感同身
受、真心愉悦吗？

少先队的活动，是少先队的生命。没有
活动，少先队就形同虚设。目前，少先队活动
没有现成的教科书，更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
每个活动都须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班队会
是抓好养成教育的最好阵地，我组织各中队
利用队会学习《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小学
生守则》，要求队员记清、记牢，并落实到日常
的生活学习中去。“春雨润无声”的教育下，孩
子们的精神面貌更加昂扬上进了。明媚的春
天里，三八节、植树节、清明节各种活动精彩
纷呈，在一次次大大小小的活动中我也在不
断地成长进步，同时也认识到了自身存在的
不足之处，明确了今后努力的方向。

作为一个从事阳光下最美丽事业的辅导
员，我将襟怀一颗赤子童心，孜孜不倦地努力
去托举群星，去点燃火炬，为红领巾事业贡献
我的全部力量！（作者单位：市第九小学）

教学不应该是“自古华山一条路”,而是
“条条大路通罗马”。课堂是老师的主阵地，
但并不是全部，只有抓住了孩子们的心，才能
陪伴他们开心、阳光地成长。

一次课间活动“跳大绳”期间，一位同学
发现了一只雏鸟，这热闹的氛围被“哇”的一
声打破了，我们凑近一看，鸟儿看起来十分脆
弱，眼睛还没有睁开，也站立不稳。这个孩子
捧着它，小心翼翼地拿到我面前问：“老师，这
个鸟儿好像从树上的鸟巢里掉了下来，怎么办
才好呢？”说话间，上课铃响了，我们就把鸟儿
带到了班级，孩子们很好奇，议论纷纷。索性，
我就带着大家讨论起来，孩子们一个个脑洞大
开，大胆地表达着自己的想法。有人说，是鸟
妈妈喂食时不小心碰掉下来的；有人说，是鸟
儿睡觉时睡得太香了，无意间掉下来的；还有
人说，风太大了，刮掉下来的……大家众说纷
纭，我问孩子们，这只虚弱的鸟儿可能会面临
什么样的结果？孩子们都觉得：鸟儿太小了，
又受了伤，离开了熟悉的环境，又没有鸟妈妈
喂食，很有可能活不了多久。看到这里，我进
一步启发大家：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孩子们马
上又炸开了锅，孩子们集思广益，用一块儿抹
布和餐巾纸做了一个临时的鸟窝，还放了不少

零食进去。大家期待地看着小鸟住进了新家，
不一会儿，它竟然安详地睡起觉来。

送走了鸟儿，孩子们也觉得松了一口气，
课堂又恢复了平静。但是，我的思绪却活跃
了起来，救护鸟儿过程中孩子们的童心、爱
心、齐心是个很好的萌芽，必须再让它开个
花、结个果。于是，一堂“有温度的作文课”就
这样拉开了序幕。

课前的导入很简单，依旧让孩子们猜想
鸟儿的命运，孩子们七嘴八舌说了很多，但是
焦点还是之前那个。不过，我慢慢把话题从
鸟儿身上引导到孩子们的幼年。当我问到这
只雏鸟其实上就相当于自己的哪个年龄段。
大家异口同声道：“婴儿时期。”是的，婴儿时
期的嗷嗷待哺，不会走路，没有语言，在饥饿
或者难受的时候，用哭来向父母传递一个信
号。这不正像我们刚发现的雏鸟，除了反复
张口等待喂食的动作，其余的因为年幼，什么
都做不了？教室内一片沉默，这个答案无意
间触动了他们幼小的心灵。我又继续发问：

“孩子们，为什么鸟儿会出现这样的命运？”孩
子们的答案有很多个：缺少鸟妈妈的抚养，缺
少鸟妈妈的呵护和关爱，缺少鸟妈妈无微不
至的照料，缺少鸟妈妈……所有的答案都和

鸟妈妈有关系。那我们现在能够平安度过12
个年华，那个背后默默奉献的人是谁？大家
异口同声道：“父母。”

情到浓时人自醉，孩子内心深处最柔弱
的亲情部分被唤醒了。我结合自己的生活经
历给孩子们讲起了故事，讲到自己高中、大学
以及工作后，每次犯胃病时，母亲的牵肠挂
肚。特别是大三时，当母亲得知我生病，瞒着
我连夜赶车，第二天出现在大学校门口时的
感动和温暖。讲述时，几次泪目，强忍着讲到
最后，孩子们听着故事，不禁联想到自己的母
亲，部分孩子眼中也闪现泪花。

笔写心声，墨诉柔情。有些话面对父母，
孩子们可能不好意思当面表达，但是可以通过
文字来沟通交流。我让大家拿出纸和笔，在母
亲节来临之际，给自己父母写上一封信。

世间最美的词莫过于“遇见”二字，有了
遇见便有了故事，我与马山小学的遇见有了
现在的我。我与六四班孩子们的遇见，便有
了我们在一起的快乐时光。放学送路队的时
候，我收到孩子们送的母亲节礼物——手工
玫瑰花。我能有幸成为六四班五十五位孩子
的“母亲”，很幸福，感恩遇见，一路同行！（作
者单位：内乡县马山口镇中心小学）

我们的课堂不只40分钟
李倩

我叫魏乐琦 今年快11岁
了，在十九小四一班读书。

我从一年级开始就是班干

部，性格开朗，永远一副热心

肠，喜欢帮助同学和身边的小朋

友，老师交代的作业或是其他的

事情都能积极主动地完成。能帮

助同学，为老师分忧，我觉得很快

乐。

我喜欢跳舞，从三岁开始就

在少年宫学习舞蹈了，每年都会参

加义务演出，卧龙区很多的学校，

都留下过我的身影。我喜欢运动，

做各种游戏，比如：跳绳、踢足球、

跑步等等，其中骑自行车是我的最

爱，我可以骑得飞快，我喜欢飞一

样的感觉。我还喜欢旅游，我去过

北京、重庆、武汉、杭州……我还要

去很多很多地方，我要走遍中国，

环游世界。

在加入小记者团队之后，积极

参加小记者活动，在活动中锻炼了

身体，增长了知识，多次被评为优

秀小队长，这对我来说也是莫大的

鼓励。我很庆幸我可以成为一名

小记者，非常感谢小记者中心搭建

的这个平台，可以让我借助这个平

台飞得更高、更远。

我希望可以永远都能开心快

乐，并把这份快乐带给我身边的每

一个人。除此之外，我还要天天向

上，努力成为栋梁之才。

者明星小记

天天
向上

星书法之

胸怀赤子童心 做最美辅导员
杜园园

堂名师讲

高成业 市第四小学 学习书法52节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