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学画画脸脸谱谱
牟平区五里头小学 三年级 郭佳 指导教师 于红

今天
上午，我作为
一名《齐鲁晚报·
今日烟台》的小记者，兴致勃勃
地参加了小记者少儿京剧脸谱
DIY大赛。

赛前，京剧大师给我们介
绍了京剧的历史，京剧中各种
各样的脸谱，我们知道了京剧
是我国的国粹，知道了京剧的
魅力。老师还讲了画脸谱时应
注意的重点就是：脸谱要左右
对称，不能画得歪鼻子扭眼的。
讲完后，老师开始给每人发一

张例图和一个空白
面具，我心里想：会

发给我一个什么样的
脸谱例图呢？最好是个

既简单又明亮的脸谱图。
天啊！竟然是包公的脸谱，好

黑呀，既不美又不亮，好严肃
啊！但看着画起来会很简单。虽
然不太喜欢，但我一定会好好
画这个脸谱。

开始画了，没想到脸谱的
线条那么难画，我是画了擦，擦
了画，总是画不好。包公头上的
月牙，我画得太细了，改得再粗
一点，左右的花纹不对称，一边
大，一边小，需要调整；有的花
纹走形了，有的花纹粗，有的花
纹细，还有的花纹歪歪扭扭，仍

需要再修改。就这样画画、擦
擦、改改，最后，终于把线条勾
画好了。接下来该涂色了，涂色
前，我先按照老师的要求调好
色，可不能小看这调色，必须让
水和颜料混合在一起，然后再
搅匀，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
于将颜色调好了。

接下来要涂色了，我先用
白色涂了花纹，又用红色涂了
嘴唇，看着包公红红的嘴唇，感
觉很有趣，现在要用黑色涂整
张脸了，由于脸谱不是平面，我
总是把握不准，涂着涂着，突
然，不小心把黑色涂到了白色
上，白白的脸谱上多了一点黑，
像长了一颗黑痣，妈妈在旁边
看了哈哈大笑，最好笑的是，我

不小心把黑色涂到了嘴巴上，
原来的一张红红的嘴巴，留下
了一条黑黑的印痕，我一下子
想到了同桌经常把钢笔水抹到
脸上的滑稽样子，我也跟着妈
妈笑了起来。虽然画得并不理
想，但总算是在规定时间内画
完了。看来，想要画出一幅非常
完美的脸谱，不是一朝一夕就
能完成的，还要花费很大功夫
啊！

虽然外面一直下着雨，但
并没有影响我们的心情，非常
感谢《齐鲁晚报·今日烟台》为
我们准备了这样丰富多彩的活
动，我庆幸自己参加了小记者，
为自己赢得了这样一次锻炼与
学习的机会。

幸福小学：

开设心理健康辅导课

幸福小学十分重视对学生心理
健康方面的教育，学校与鲁东大学
心理学专业联手，每周四下午第三
节课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辅导课，
这样的活动，既为大学生提供了实
习基地，也丰富了学校课程。孩子们
特别喜欢这样的课堂，寓教于乐，在
各种游戏中孩子学会了意志坚强，
乐观自信，并能与老师、同学和他人
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精神面貌焕
然一新。

通讯员 王静云

文化路小学：

举行第二届合唱节

近日，文化路小学在儿童影剧
院举行了“中国梦，我的梦”第二届合
唱节。参加此次比赛的18个班级，共
900余名少先队员精彩亮相，在星星
火炬之下，唱出了时代的主旋律。学
生们身着美丽的服装，精神激昂，队
形整齐，用洪亮的声音唱响一曲曲
动听的歌声，表达着对祖国的热爱
之情，对梦想的追溯之情。

通讯员 江小烨

烟台十二中：

校园开起艺术节

烟台十二中坚持以活动丰富学
生的校园生活，用文化培育时代新
人。学校的校园文化节包含了体育
节、艺术节、读书节、科技节等诸多内
容。“让活动贯穿整个学期，用文化引
领学生健康成长。”是十二中校园文
化节的宗旨。下一阶段，校园文化节
的重头戏将放在艺术节的汇报演出
上，现在，各个班级都开始抓紧时间
排练节目，大家都期待着各自班级
的节目能够赢得最多的掌声。

通讯员 邹庆庚

烟台双语实验中学：

多举措确保学生温暖过冬

近日，烟台双语实验中学采取
积极措施，扎实推进“防寒保暖”工
作，确保学生温暖过冬。学校对寄宿
学生的过冬衣物、棉被进行了一次
检查。生活管理处安排专人，全力做
好热水热饭供应工作，科学配餐，适
当增加补充热量的菜肴，提高学生
防寒保暖的能力。学校还建成“健身
角”，配置健身器材，利用大课间为学
生提供羽毛球、排球、跳绳、篮球等运
动器材，积极组织学生进行体育锻
炼，增强体质。

通讯员 杨超 夏艺榕

烟台大学附属中学：

构建文化校园

近日，烟大附中对班级文化墙、
教学楼走廊文化内容进行了更新。

“才艺展台”、“心灵物语”、“书画天
地”“名言警句”等富于文化内涵的内
容及版面设计，让师生们耳目一新，
展现了附中学子健康向上的精神风
貌。目前，学校文化走廊内容上涵盖
了德、智、体、美、安全等各个方面知
识，融教育性、知识性和艺术性于一
体，达到“润物无声”的教育目的，增
添了校园文化魅力，突出了校园文
化育人的目的。

通讯员 石彦丽 任冰冰

高新区初级中学：

开展体育单项竞赛活动

近日，高新区初级中学在全校师
生中开展跳绳和踢毽子等体育单项
竞赛活动。此次活动既是学生大课间
活动成果的展示，也是学校推行“阳光
体育”社团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活动
的开展不但丰富了学生课余生活，而
且增强了学生们的体质。

通讯员 杨丽媛

牟平区实验中学：

通过省规范化学校复评

近日，牟平区实验中学成功通
过了省有关部门对该校创建全省规
范化学校的复评和验收工作。省规
范化学校的创建与复评，对改善学
校办学条件，规范办学行为，全面实
施素质教育，进一步深化基础教育
课程改革，促进我校教育的优质、持
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通讯员 徐克健

富富饶饶的的烟烟台台
烟台开发区实验小学 三年级六班 金小婷

烟台是一座北方城市，那
里风景优美，物产丰富，是一个
美丽的地方。

烟台是一个海滨城市，在
西部开发区海边有一处著名的
金沙滩公园。海里有虾，有鱼，
有蛤，还有小螃蟹。小螃蟹背着
一身铠甲，在水里一会儿划到
这儿，一会儿划到那儿。鱼成群
结队地做游戏，有的在赛跑，有
的在玩老鹰捉小鸡，还有的在
嬉闹……

海滩上有好多美丽的贝
壳，有的身上布满黑白的条纹，
有的身上长着彩虹一样的条

纹，还有的身上长满了五颜六
色的斑点……

烟台还是一个盛产水果的
城市，有樱桃，有梨，有桃，有柿
子，还有苹果……我最喜欢吃
苹果，因为苹果不仅好吃，而且
它还是烟台最有名、产量最多
的水果，所以这里的人们都很
喜欢吃苹果。如果你来烟台做
客，不论一年四季何时过来，我
们都会让你品尝到美味可口的
烟台苹果。

我热爱我的家乡——— 烟
台，我喜欢美丽的金沙滩公园
和各种美味的水果。

畅畅游游九九龙龙池池
牟平区新牟小学 一年级四班 于宋匀铎

乘着歌声的翅膀，踏着欢
快的步伐，看着秋天的盛装，听
着秋天的声音，我们来到了闻
名遐迩的九龙池。

沿着溪流，我们拾阶而上，
寻找九龙池的踪影。溪水顺着
弯弯曲曲的山谷流下来，时而
急，时而缓。溪水清澈透明，可
以清楚的看到水底的沙石。沿
着小溪边开着许多小花，红的，
白的各种颜色都有。这些花给
小溪增添了无限的画意。

踩着溪水，继续向前走，眼
前豁然开朗，九龙瀑布映入眼
帘。瀑布没有了盛水期的磅礴

雄伟，变得小巧细腻，看不见泛
起的水花，听不到哗哗的水声，
它只是平静地、默默地滑下陡
峭的石壁，跌入潭中。

顺着瀑布边上的石阶向上
爬，垂直的石壁直冲云霄。向上
望去，天山相连，凉阴婆娑。向
下望去，几乎没有坡度的石阶
让我恍惚，好像踩上了别人的
肩膀。就在我埋头攀登的时候，
台阶倏地消失，一大片空地呈
现眼前，登顶了！

站在山顶，放眼望去，城镇
村坞、山川河流尽收眼底。美
哉！壮观哉！

多多彩彩的的农农博博园园
烟台开发区金城小学 二年级六班 孙媛笙 指导教师 高春萍

星期六是一个阳光灿烂的
日子，我怀着高兴的心情和许
多许多齐鲁晚报的小记者一起
去参观农博园。

农博园里有常春藤、红
掌、米兰、章鱼草等各种植物

花卉，还有细长的丝瓜、五彩
辣椒树和大白菜等各种瓜果
蔬菜，品种真多啊！

常春藤是一种细长细长的
绿色植物，绿得耀眼。红掌像在
海里生活的珊瑚草，五彩斑斓。
章鱼草很像章鱼的一只只手，在
空中伸展着。细细的丝瓜都快垂
到地上去了。还有五彩的辣椒
树，在远处看像一座彩虹，在近
处看像一盏盏的小灯笼。大白菜
很像一朵朵绿色的花朵，好像无
数绿色的精灵在我们面前跳舞。
米兰如同天上的星星对我们眨
着眼睛微笑。

我们在农博园里玩得非
常开心，又收获了很多知识，
农博园真是丰富多彩的乐园。

爸爸爸爸过过生生日日

11月9日 星期六 雨
今天星期六，是爸爸的生

日，可是没有买蛋糕，我送了
爸爸一份特别的礼物——— 我
自己画的一张画，爸爸收到后
特别高兴。我祝爸爸身体健
康、工作顺利、越活越年轻！爸
爸听到后笑得更开心了。我还
编了一首儿歌：大喜了，大喜
了，今天爸爸过生日。我送爸
爸一幅画，爸爸真高兴！

大大雁雁南南飞飞

11月10日 星期天 晴
下午，爸爸领我和姐姐去爬

山。爬到半山腰时，我们看到天
空中有一群大雁在飞。它们真的
像故事里讲的那样：一会儿排成
一字型，一会儿排成人字型，真
有趣。在蓝天和白云的映衬下，
大雁显得更美啦！

望着高飞的大雁，我真想也
能长上一双翅膀，和大雁做个伴，
一起翱翔在祖国的蓝天。

郭 敬 明 导 演 的 处 女 作
《小时代》一登银幕即掀起了
一轮甚嚣尘上的骂战，痛斥
与盛赞一时间充斥着报纸网
络，但待到今天之所以我想
带它重回风口浪尖是因为我
在宽大的银幕里发现了一个
属于90后，有热血青春、有冷
酷现实的大时代。

在这个大时代里，作为
独生子女长大的我们若缺少

与 人 沟 通
的能力怎
能 不 戴
上 毒 舌
的 钢 铁
面 罩 ？

没 有 有
钱 的 爹 ，

没有偶像的
外 貌 ，甚 至
还没有考神
般 的 大 脑 ，
我 们 有 时

也难免自卑。自私的人性弱
点以及冲动有激情的处事方
式都以放大的视角每天在车
水 马 龙 中 真实上 演 。《 小时
代》把泪水青春的酸酸甜甜
以及明媚忧伤送入多少人的
心底，唤起了他们属于自己
的年少记忆。

所以，不戴墨镜的看人看
事，打破“不理智”这个送给我
们这代人的封号，用阳光的心
态去真挚地欣赏一切真善美，
用赞美的眼光发现一切温暖人
心的力量才是正道。

偶像的力量是小四不仅
有钱，而且勤奋敬业，偶像的
记忆是“悲伤逆流成河”般的
语句永远定格在脆弱的文艺
青春里，偶像的态度是可以
欢呼流泪又不忘审视自身体
贴他人，90后的一代，大时代
的舞台华幕刚起，请用你温
暖的心灵直面人生的冷雨寒
霜。

游游孔孔子子出出生生地地
星海艺术学校 四年级二班 闫胤翔 指导教师 史崇敏

国庆假期，我跟爸爸妈妈
开车去济宁市泗水县的姥姥姥
爷家。

第二天，我怀着激动的心
情跟家里人去赏尼山。那里可
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
子的出生地。到达目的地，首
先，映入我眼帘的是一个小山
丘，它就是尼山。在蓝天白云，
绿树红花的映衬下，尼山显得
格外漂亮。

我们沿着山路往上爬，我
看见了尼山书院的大门，它周
围有上百年的松柏，在微风的
吹拂下，它们摇着枝叶，好像在
欢迎我们的到来。

进了书院，里面有一块巨
大雄伟的石碑，石碑上面刻着
龙，真是壮观啊！里面还有个巨
大的钟，我想那一定是古代的
学生上课时，打铃用的。

然后，我们到了“夫子石”
前，那里有块亭亭玉立的石头，
那块石头从外形上看，非常像

孔子，这可能就是“夫子石”名
字的由来。在“夫子石”旁边有
一个泉水池塘，里面有小鱼游
来游去，泉水清澈见底。

沿着山路上行，我们到了
“坤灵洞”(又名夫子洞)，在那
里我了解了关于夫子洞的两个
传说：一说孔母在回家的途中
临产，急切中将孔子产于洞中;

一说孔子生来丑陋，其父将其
遗弃，后被老虎衔入洞中喂养，
天气炎热，老鹰用翅膀为孔子
扇凉，所以又有“凤生虎养鹰打
扇”的美谈。但不管怎样，由于
这些动人的传说，都给孔夫子
这位伟人增添一层神秘的面
纱。

从尼山下来，走在回家的
路上，我下定决心，要多看关于
孔子的书，好好学习，长大要成
为一个像孔子一样伟大的人。
这次游行让我大开眼界，也让
我增长了很多知识，多么愉快
的一次旅行！

《小小时时代代》与与大大时时代代
烟台一中 高三年级一班 李佳轩

日日记记两两则则
南山路小学 二年级三班 吴雨桐 指导教师 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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