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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在线

点津成佳作 妙悟品韵文

读书伴我成长

陈昌婷，南阳市第九小学语文老师。她是
一位有着21年教龄的老师，教学经验丰富，在作

文教学中成绩突出。指导学生参加的各类作文

比赛获奖无数，曾荣获河南省《作文指导报》“年

度优秀指导老师”，“幸福杯”全国小学生作文大

赛“国家级辅导老师金奖”等称号。身为班主任，

她严而有度，严而有爱。她关注学生日常行为习

惯和学习习惯的养成，注重对孩子

们的引导和启发。教学上追

求“探究式学习”的语文教

学，形成简约有效的教学

风格，先后曾获得了市

级优秀教师和市级优

秀班主任等荣誉。

王喜梅，南阳市第九小学数学老师，本
科学历，任教中高年级数学学科，教学成绩优

秀，市级骨干教师、优秀班主任，宛城区优秀

教师。教风生动活泼，扎实有效，深受学生的

喜爱。业余爱好:读书、听歌、养花，偶尔随心

随性写小诗小文，自娱自乐。教育随笔:认认

真真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不计个人得失，只求

问心无愧。

春天，小树抽出了嫩芽，花

儿们都苏醒了。有红色的花儿，

有 粉 色 的 花 儿 ，有 紫 色 的 花

儿……燕子从南方飞回来了，为

春天的到来，歌唱着。春天，万

物复苏，鸟语花香。春雨沙沙地

下着，滋润着万物，呈现出了勃勃

的生机。

夏天，太阳在天上高高地挂

着，照耀着大地。知了在不停地

叫着，好像在说:“好热呀！好热

呀！”鸟儿们不知躲到哪里去了，

它们好像怕这强烈的日光，都躲

到巢里乘凉去了。

秋天，树上的叶子都变黄了，

纷纷落了下来，为大地铺上了金

黄色的地毯。田野里瓜果飘香，

农民伯伯在田野里忙着丰收，脸

上挂着幸福的笑容，四处都是一

片欢声笑语。

冬天，雪花慢慢地飘落，路上

的行人渐渐的少了，树上落满了

白白的雪花。孩子们在外面尽情

地玩耍，堆雪人、打雪仗……

四季是美丽的，只要你仔细

观察，就会发现它们的美丽。春

夏秋冬的景象是不同的，我喜欢

这美丽的四季。

春夏秋冬
市第十七小学 三（六）班 朱家卉

下课的铃声响了，太棒了！

上了一节的课，很疲劳，早就想放

松一下了。

于是，我来到操场，找了两个

我的知心小伙伴，我们要玩一个

叫“抓小偷”的游戏。我们石头剪

刀布后，我和一个小伙伴当“小

偷”，另一个小伙伴当“警察”，对

我和小伙伴进行抓捕。

游戏开始了，我像离弦的箭

一样冲出去，把“警察”远远地甩

在身后，可不到一分钟，“警察”又

追了过来。这时，我急中生智，对

另一个“小偷”使了一个眼色，那

个“小偷”接收到我发出的信号

后，径直走向“警察”说道:“来呀，

来呀，抓不到我吧！”正在追我的

“警察”看到这个“小偷”这么得

意，又向他跑去……我的“妙计”

得逞了，我高兴地一边跑一边回

头看，一扭头，哎呀，我不小心碰

着别人了，我抬头一看，正是要抓

我的人。结果当然是我输了，正

好上课铃响了，我们便又回到了

教室。

“抓小偷”的游戏不仅有趣而

且刺激，每次回想起来就开心得

不得了。

“抓小偷”
市第十五小学 三（八）班 崔心一

我是南阳市第四小学三三班

的一名小学生。校园里设施齐

全，有教学楼、办公楼、食堂等几

栋楼房，新楼和旧楼连通着围成

一个院子。在旧楼里，有一次我

差点“遇险”。

有一天，下午放学，老师让我

去办公室把创优作业拿过来，老

师的办公室在新楼，要穿过一栋

旧楼才能到达。这个旧楼里面特

别黑，人也很少。当我走进这栋

旧楼时，我看到不远处有两个绿

色的东西在移动，还发出了婴儿

般的哭声，我非常紧张，心里很害

怕，硬着头皮飞快地跑着穿过旧

楼到办公室拿起书，又快速地穿

过可怕的旧楼，跑回教室里，满头

大汗地把书交给老师。回家的路

上，我一直在想这两个绿色东西

到底是什么呢？

第二天中午休息时，我非常

想知道那两团绿光到底是什么？

虽然有点害怕，但是我还是小心

翼翼地来到旧楼一探究竟。中午

光线比较强，照到旧楼的角落里，

我发现了那两团绿光，原来是一

只黑猫的眼睛，它看见我来了，一

溜烟地跑了，我紧张的心情一下

子放松了。

这次“遇险”，让我明白了一

个道理:只要有探索精神，就能发

现隐藏在表象背后的真相。

校园“遇险”记
市第四小学 三（三）班 王健骅

我们下课时玩的游戏各种各

样，有“老鹰捉小鸡”、“打卡”、“跳

绳”、“踢键子”等等。

其中，我最喜欢玩“老鹰捉小

鸡”这个游戏，三个人或者三个人

以上才能玩，要有一个鸡妈妈、几

只小鸡和一只老鹰。老鹰是抓小

鸡的，鸡妈妈是保护小鸡的，不让

老鹰抓到小鸡，而且老鹰如果快

要抓到小鸡时，鸡妈妈就必须叫

鸡宝宝们蹲下，这样老鹰就抓不

到小鸡了。

有一次我和小伙伴们一起玩

“老鹰抓小鸡”的游戏。游戏开始

了，鸡宝宝们排着队抓着鸡妈妈

的衣服躲在鸡妈妈身后，长长的

一列队伍就像一条细长的大龙。

老鹰突然发动攻击，鸡妈妈还没

反应过来一只小鸡就成了老鹰的

囊中之物。鸡妈妈吸取教训，集

中注意力，老鹰抓一下，鸡妈妈挡

一下，就这样重复着，鸡妈妈累得

气喘吁吁，老鹰看准机会一下子

跳过去，把小鸡们一窝端了，胜利

就这样落到了老鹰的手里。

这个游戏真是惊险刺激啊，

我玩得很开心，既锻炼了身体，也

增进了同学们之间的友谊。

校园生活多姿多彩，每个人

都有自己喜欢的课间游戏，而我

最喜欢玩“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

这个游戏。

这是一个手势游戏，规则是

这样的:首先，两个人在一起做

手势，最后石头剪刀布，谁输谁

当“大盗”，赢的人当“阿里巴

巴”。然后“大盗”来问“阿里巴

巴”问题。最后，“阿里巴巴”如

果逃过“大盗”的追捕“阿里巴

巴”就赢了。

同学们都很喜欢这个游戏，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去年六一

儿童节，学校让每个班都表演节

目，两个参加表演的同学在候场

的时候玩这个游戏，玩得十分忘

我，到我们班表演了，那两个同学

还在玩，老师喊了好几遍都没反

应，最后老师过去把他们教育了

一顿。

同学们你们觉得这个游戏好

玩吗？你们的校园生活是怎样

的？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课间游戏
市中光学校 三（一）班 李泽承

“老鹰
捉小鸡”

市第三十二小学

三（四）班 侯秋泽

台

采名 师 风
我的优点是爱读书，杜甫曾经

说过:“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我从小就喜欢读书，我家的书架上

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有童话的，

有科普的，有历史的，还有各种百

科全书……

读书使我增长知识。读《小牛

顿科学馆》，让我了解到了牙膏是

怎么来的，什么是食品添加剂，什

么是香料研究员。

读书让我明白了许多道理。

《惊弓之鸟》让我明白了遇到事物

要仔细观察，并进行分析推理，做

出正确的判断的道理。《鲁滨逊漂

流记》，让我懂得了在困境中要自

立自强，不屈不挠的道理。

读书还让我结交了许多好朋

友。《淘气包马小跳》让我认识了活

泼开朗的马小跳，《皮皮鲁传》让我

认识了心底善良、正义勇敢的皮皮

鲁……

现在，读书已经成为我生活中

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读书也将伴随

我成长的每一步。（指导老师 刘琳）

爱读书
市第十五小学校 四年级 胡书源

周日下午，我怀着激动的心情

参加了小记者“野外五公里拉练”

的主题活动。

我们的总教官是暖风教官，另

外还有四位教官一起与我们同

行。教官把我们分为五队，整队后

我们从白河湿地公园出发了。河

岸上，柳树抽出了嫩绿而又小巧的

嫩芽，微风轻拂，柳树的头发飘起

来了，跳起了优美的舞蹈。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

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我们齐诵

《春晓》时，引来了路人的赞美:

“看，那些孩子们真棒！”当我们走

到了一个两边都有草丛的地方，忽

然，教官严肃地对我们说:“刚刚接

到了一个新任务，你们要找到一条

跟我胳膊上相同的丝带。”说着还

挥了挥手臂，红色的丝带在空中飘

动，画出了一条美丽的弧线。我们

按照一队到五队的顺序来找，每个

队有一分钟的时间寻找丝带。一

队首当其冲，时间很快就到了。可

惜丝带还调皮地躲在一排排绿色

的树木中不肯出来，他们只好无功

而返。到了我们二队，我们先总结

了他们失败的原因，然后开始分工

合作，很快就找到了丝带，并交给

了教官。这样我们成功解锁了另

一个任务，这个任务是让我们寻找

春天的特征，然后写在自己的本子

上。我发现春天燕子从南方飞回

来了，正在唱着欢快的歌曲；枇杷

树结出了小小的枇杷果；柳树长出

了嫩绿色的小芽了；银杏树也穿上

了绿色的外衣；月季花也竞相绽开

喜悦的笑脸……

一路上，教官又教我们如何在

野外辨认方向:太阳从东边升起西

边落下；寺庙坐北朝南；大树南密

北疏，夜晚看北斗七星……在途中

休息的时候，报社老师还教我们如

何采访。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两

个多小时过去了，我们又回到了这

次出发的起点——体育中心。

通过这次“野外五公里拉练”

活动我明白了坚持就是胜利，团结

就是力量的道理。同时我也开阔

了视野，增加了知识，这些知识使

我受益匪浅。（指导老师 张杨）

野外拉练
新世纪实验学校 五（二）班 廉骐骏

我叫柳媛元，今年八岁了，

是新世纪实验学校二二班的一

名小学生。

我是一个文静大方而且开

朗的小女孩。我的兴趣爱好十

分广泛，我爱看书、爱唱歌、爱跳

舞、爱画画、爱做手工，还爱旅游

观光呢！在这些爱好中，最让我

感兴趣的是看书。

在我的小房间里，摆放着许

多课外书。一到周末，我就徜徉

在书的海洋里，和书中的主人公

一起欢乐一起忧愁。看到高兴

的地方，我会不由自主地笑出

声，看到伤感的地方，我会忍不

住流泪。在学校上阅览课时，我

更是看得津津有味。看书，使我

认识了许多课本上没学过的字；

看书，使我明白了许多做人的道

理；看书，使我变得更聪明。正

如西汉大学者刘向所说:“书犹

药也，善读可以医愚。”由于我爱

看书，我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

都在不断地提高。

今年，我加入了南阳报业传

媒小记者团队，每次小记者活动

我都踊跃参加，然后把活动的经

历和感受写成文章，投在小记者

微信后台上，最终在小记者报上

发表。参加小记者活动，不但让

我锻炼了身体，开阔了视野，增

长了智慧，还让我认识了许多新

的朋友呢！

这就是我，一个积极向上，

充满正能量的我，你们喜欢和这

样的我交朋友吗？

星书法之

李倬然 市第二十三小学 学习书法五十二节课张议方 市第十二小学 学习书法五十二节课

我的哥哥长得很帅，可他却

迷上了游戏，简直到了“入魔”的

地步。

谈到游戏，我的哥哥呀，那可是

如数家珍，什么都懂。《中国式家

长》、《和平精英》、《王者荣耀》……

他样样精通，玩起来呀，更是废寝

忘食。2月份，我刚开始玩《和平

精英》，哥哥3月份才开始玩，到了

5月份，我的账号10级，而他的已

经30级了。我只可以星期天玩，

最多也就玩半个小时，而他参加工

作了，可以每天有时间就玩。我有

点嫉妒，就说让他少玩会，他每次

都是:“0K！”可却总是说着容易做

着难呀。

去年 12月的一天晚上，我们

都在家里。我和哥哥约法三章:

他玩他的《王者荣耀》，我写我的

作业，井水不犯河水。“欢迎来到

王者荣耀，敌军还有 5秒到达战

场……”突然，一阵让我想吐的声

音传来，我大叫道:“喂，小点声好

不好，你打扰我写作业了。”“行，

行，行。”他头也不抬地说。我又

安静地写作业了。过了十几分

钟，他又在那欣喜若狂地大叫:

“太棒了，噢耶。”“你是神经病

吗？有这么好玩吗？”我刚塞进脑

子里的几个英语单词被他的叫声

一惊，全都插着翅膀飞走了。“嘿

嘿嘿，那可不！我得了好几个

MVP呢！”“你小点声，影响我写

作业了。”他被我警告之后，声音

真的小了。我不再理他，继续写

作业了。可他一会儿毛病又犯

了，在那指手画脚，大呼小叫，目

瞪口呆……入迷的哥哥，如果不

是你，我写作业的效率就不会这

么低了。真是秀才遇到兵——有

理说不清呀。

怎么样？大家给评一评，我的

哥哥能不能获得“超级游戏迷”的

光荣称号呢？（指导老师 惠晓磊）

超级游戏迷
唐河县第一小学 三（八）班 金世博

者明星小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