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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赵梓妍和爸爸、弟弟在一起 图片由家长提供

小记者赵美涵为爸爸画了一幅漫画 图片由家长提供

每一期《平顶山晚报·鹰
城校园》都不乏优秀的小记
者作品。今天周晓老师向大
家推荐的3篇作文均是三年
级小记者的习作，无论是标
题还是内容都有可圈可点之
处。下面让我们跟着周晓老
师的解析一起来学习吧。

6 月 17 日 B4 版《夏天的
快乐说不完》一文，小记者于
煦升的作文标题就比较吸
睛，让人有想读下去的愿
望。正文中，小作者从夏天
的颜色、声音、气味着手，写
出了夏天的特点，语言也简
洁生动，如“夏天是‘演奏家’
的天堂”等。读后让人感觉，
夏天除了热之外，原来还有
那么多的快乐等着我们去发

现。
6 月 17 日 B5 版《会浮的

“小蜘蛛”》一文，小记者卫力
源的标题也比较好。这篇小
作文写的是一次小实验，小
记者在文中叙述了小实验的
全过程。通过实验，小记者
不仅发现了“小蜘蛛”能浮在
水面上，还会“动”。实验结
束后，小记者和妈妈一起查
资料，发现了“小蜘蛛”浮在
水面的秘密。这是一篇比较
生动的“小实验”文。

6 月 17 日 B8 版《家有天
使》一文，小记者陈彥旭选用
的标题中其实藏了一个疑
问：小天使是谁呢？继续读
下去，从开篇我们了解到，原
来小天使是小记者的小妹

妹，还知道了小天使这个名
字的由来。正文中，小记者
通过妹妹“敷面膜”“背古诗”

“淘气”3件事，描绘出了一个
聪明、可爱、调皮的小天使形
象。 （王红梅）

□记者 邢晓蕊

本报讯 乘风破浪，向梦
出发！6 月 20 日，市九中举
行毕业典礼，祝贺该校725名
九年级毕业生圆满完成初中
学业，踏上人生新的征程。

当天下午5点半，随着国

歌的奏响，毕业典礼拉开了
序幕。面对即将离开母校的
学生，市九中校长万邦浩深
情致辞，为毕业生送上真挚
祝福。他叮嘱毕业生“行动
就有收获，坚持就会成功”，
祝愿全体毕业生提笔亮剑、
决胜中考！

毕业生代表为老师们献
上鲜花，表达感恩之情。九
年级班主任老师共同朗诵
《感恩 惜别 圆梦》，为毕业生
壮行。伴随着台上大屏幕滚
动播放的各班毕业视频，师
生回忆携手同行的美好时
光，回想一起经历的酸甜苦

辣，学生们激动欢呼，现场气
氛瞬间达到高潮。

师生共同宣誓，“强国有
我”的呼声响彻校园，表达出毕
业生的坚定决心。

最后，毕业生在老师和
家长的夹道欢迎下，走上红
地毯，迈过“梦想之门”。

乘风破浪 向梦出发

市九中举行九年级毕业典礼

本报讯 6月20日上午，示
范区湖光小学在升旗仪式上对
该校吕姿毓、黄嘉慧、董一霖等
48 名英语学科优秀学生进行
了表彰。

“英语学习应该‘从课堂中
来，到生活中去’、‘活学活用，
学以致用’。”为了实现这个目
标，该校通过精彩的“英语朗读
者”比赛、“英语思维导图创意
画”展示等，为学生提供了锻炼
自我、张扬个性的舞台；还通过
英语小故事演绎，创新思维、创
意书写等活动，提升学生的英
语学科素养。 （王红梅）

湖光小学表彰
英语学科优秀学生

本报讯 近日，新华区联盟
路小学启动了趣味阅读活动。
在第一阶段，该校通过“讲趣味
数学故事”的形式，把学习渗透
到孩子们的生活中，让孩子们
爱上数学。

在家长录制的数学故事视
频中，学生闫安讲的是“小猴卖
桃”的故事，小猴粗心大意算错
账，自以为得了便宜，最后却吃
了大亏；毋浩辰讲的是“挣零花
钱买礼物”的故事；吴悠乐然讲的
是“买文具”的故事……通过这些
数学故事，学生们明白了，数学就
在生活中，与生活密不可分。

据该校政教主任赵俊鸽介
绍，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开阔学生的视野，该校结合学
生的年龄特点，推出了趣味阅
读活动。除了趣味数学阅读
外，语文、英语等课程的阅读活
动也即将推出。 （王红梅）

联盟路小学启动
趣味阅读活动

本报讯 进入6月份以来，
示范区翠林蓝湾小学 41个社
团推出一系列展示与汇报活
动，检验学生的学习成果，也
向家长展示了丰富多彩的校
园生活。

健美操社团、“心桥”心理
社团、快乐阅读社团、梦之声
合唱团、七彩果舞蹈社团、七
彩花绘画社团、手工风铃社
团……丰富多彩的社团让每
一个学生的兴趣都有成长的
舞台。健美操社团的活动主
题是“活力动一动，健康好心
情”，学生开开心心地做好每
一个动作；“心桥”心理社团的
主题是“健康从‘心’开始 生命
向阳绽放”，社团推出心理小
游戏，进行心理拓展训练；快
乐阅读社团以“用阅读润泽生
命，用文字见证成长”为阅读
主题，学生们在一起分享读书
心得。

据该校少先队大队辅导
员张晓冰介绍，在“双减”背景
下，每天的课后延时服务，除
了作业指导外，该校开设了41
个社团课程。学期末，学校组
织社团展示与汇报活动，为孩
子们营造快乐多彩的学习氛
围。 （王红梅）

翠林蓝湾小学推出
社团展示与汇报活动

本报讯 6 月 19 日是
父亲节。近日，关于父亲
主题的小记者作品明显增
多。在小记者的笔下，有
的爸爸是超人，有的是大
山，有的是大树，但无论是
哪种类型的爸爸，都是最
爱他们的人。

小记者姚玙璠、管飞
淇等把爸爸写进了作文
里。

“我有一个胖胖的爸
爸，大大的眼睛、浓浓的眉
毛，笑起来很好看，但他平
时很严肃。”姚玙璠写道。
这个父亲节，他把爸爸写
进作文里，借此来表达一
个儿子对爸爸的爱。小记
者管飞淇写了爸爸的背
影，那是爸爸在过马路时
助人为乐的背影。管飞
淇说，爸爸的背影蕴含着
生活的温暖，他从爸爸的
背影里，读懂了榜样的力
量。

小记者梁梦悦、赵梓
妍、赵美涵则用画笔画出
了爸爸的形象。

小记者梁梦悦的绘画
作品是《父爱如树》。在梁
梦悦的画笔下，爸爸是一
棵参天大树，树上繁花
似锦，树下幼苗茁壮成
长。

在小记者赵梓妍的画
笔下，她的爸爸像是一个

巨人。赵梓妍告诉笔者，
由于妈妈平时工作比较
忙，照顾她和弟弟的任务
就落到了爸爸身上，她上
下学、周末上绘画班都由
爸爸来接送。父亲节，她
送了爸爸一幅画，感谢爸
爸对她无微不至的照顾。

“我的爸爸个子不高，却有
一双结实的臂膀。他的皮
肤黑黑的，脸上总是洋溢
着笑容。我要画一个有宽
广臂膀的爸爸，他的怀抱
里永远是温暖的。无论爸
爸工作多辛苦，他的笑容
永远是灿烂的。他不仅
会洗衣做饭，还能辅导我
学习。我心情不好时向
爸爸诉说，他总是给我讲
笑话，后来我们一起哈哈
大笑起来。”说起自己的
爸爸，赵梓妍从内心感到
骄傲。

在小记者赵美涵的画
笔下，爸爸是一个无所不
能的超人。赵美涵说，在
她的心中，爸爸是最帅的，
也是无所不能的，爸爸就
像超人一样。“爸爸虽然不
善表达，但他会在我考砸
的时候说没关系下次加
油，会在我获得成绩的时
候突然给我个奖励。他工
作很忙，但总会抽出时间
陪伴我”。

（王红梅）

父亲节，藏在作品里的爱

名师点评 点评人：示范区湖光小学三（4）班班主任、语文教师 周晓

在炎炎夏日里，凉爽的
夜晚是孩子最喜欢的快乐时
光。下期的作文主题大家来
写一写“夏夜”吧。

在家属院里、小区的小
广场上，或者是湛河河堤上、
明亮的灯光下，小朋友们三
五成群，有的打羽毛球、有的
跳绳……玩着各自喜欢的游
戏。

暑假期间，孩子们如果

回到乡下，生活就更加丰富
多彩了。躺在小院的躺椅
上，孩子们可以仰望天空的
银河，听大人讲“牛郎织女”
的故事；跟着大人，提着灯，
一起在小树林里寻找“知了
猴”，或者安静地听蟋蟀唱
歌。

小记者们，你的夏夜有
什么样的快乐呢？快来描绘
一下吧。 （王红梅）

下期作文主题预告：

夏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