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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专刊

周五齐鲁晚报小记者将去探寻有关地震的奥秘

地地震震科科普普体体验验中中心心等等你你来来体体验验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张爽)

欢乐的暑假时光已过去了大
半，本报的暑期营销秀活动也即
将结束。本周五，本报将带领参加
完卖报活动的小记者们走进地震
科普体验中心，一起去探寻有关
地震的知识，学习逃生技巧。

地震又称地动、地振动，是
地壳快速释放能量过程中造成
振动，期间会产生地震波的一种
自然现象。地震常常会造成严重
的人员的伤亡，还可能造成海
啸、滑坡、等次生灾害，对日常生
产、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而山
东省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上，存
在着发生中强以上地震的地质

构造背景。
现在的一些科学技术可以

帮助我们有效的预见或减少地
震带来的危害。作为一种具有破
坏性的自然灾害，只有在了解地
震是如何发生的情况下，才能减
少伤害。本周五，我们将一起走
进地震科普体验中心，去学习有
关地震的相关知识，以及在地震
发生时，应当采取怎样的自救措
施。

此次参观的科普宣教基地
展区设有地震知识、倾斜小屋、
地震逃生平台、电子翻书和搭建
抗震小屋等，可以让小记者们有
机会学习地震科普知识、体验地

震逃生、了解防震建筑搭建知识
等相关内容。同时到场的小记者
们还将有机会体验光学转盘、雅
各布天梯、无弦琴等科普仪器，
领略科技带来的魅力。

本次活动由于场地限制，限
报40人，额满为止。采取电话报
名方式，参加活动时请带好小记
者证、采访本、笔等物品，听从安
排有序参观。

活动时间：8月16日（周五）
9点10分集合

活动地点：黄河二路551号
(彩虹湖社区)

报名电话：3 2 1 0 0 2 1
13954370239

“作业菜单”

点亮学生暑期生活

本报讯 惠民县教育局着眼
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布置暑
假作业“清凉套餐”，阅读、体育锻
炼、社会实践等都成为作业内容，
跳出原有的书本框架，引导学生
过一个快乐、健康、充实的暑假。

据了解，根据不同学段学生
的特点，为学生推荐语文、科学、
英语等阅读书目，要求学生每天
坚持阅读30分钟，假期中最少读
完4本书，精读1本书并写出读书
笔记。统一要求各中小学校要根
据学生年龄特点开列项目菜单，

在家长配合下指导学生科学锻炼
身体，包括各种方式的连续跳绳、
压腿、跑步、仰卧起坐等，规定小
学一二年级学生每天锻炼时间不
少于30分钟，三年级以上中小学
生不少于1小时。围绕“争做风华
少年和科技小能手”等主题系列
活动，布置形式多样的手工作业
和小发明、小创造等；积极组织学
生参加社区文明岗志愿者等实践
体验，开展社区卫生、环保、帮老、
助残等活动。

(通讯员 张秀全 夏禄新)

小记者作品show开始了！无论你有文字作品、摄影
作品还是书法绘画作品都可以投稿，来稿请注明姓名、
学校、班级等信息。也可把你的生活照投到邮箱里。
投稿邮箱：qlwbbzjy@163 .com QQ群号：56794054

佳作园地

我的“百变”妈妈
博兴县第一小学三年级七班 孙筱

我的妈妈有时可爱，有
时唠叨，时而和风细雨，时而
狂风暴雨，这可真是一个百
变的妈妈呀。

“还玩，马上考试了，快
去复习”，“啧，又在看电视
呐？书包还没收拾，写字台上
一堆书，乱不乱呀……”我的
那个天呀，这“紧箍咒”一念
又白花了一小时，烦、烦、烦！
郁闷地受不了。

“妈，我没带雨伞哟，那
个……”动漫班放学了，天空
下起了蒙蒙细雨，我焦急地
拨打老妈的电话，结果，她挂
了。这可急坏了我，我东张西
望，发现妈妈单薄瘦弱的身
影在雨中逐渐清晰，我立刻
扑上前去，妈妈笑眯眯地说：

“ 乖 孩 子 ，天 不 早 了 ，快 走
吧。”说着，又往伞边靠了靠。
我钻进雨伞，像小麻雀一样

跳跳蹦蹦地前行，突然，我发
现妈妈的右肩膀早已被豆大
的雨点淋得不成样了。原来，
妈妈为了让我不被雨淋湿，
把雨伞的一大部分全部让给
了我。

我心里暖暖的，很幸福，
暗暗在心中说：“妈妈，我爱
您，您辛苦了，您就是为我遮
风挡雨的伞。”

(指导教师：高会美)

同题材作文

真感谢“上帝”，给我这样
一个“酷”妈妈，我的妈妈不像
别人的妈妈喜欢使用“暴力”行
动，她对我有一套既耐心，又

“冷酷”的教育方法。
妈妈的唠叨让我心服口

服。有一天晚上，我满以为放假
了，做起作业来就慢慢悠悠的，
像一只拖着沉重的龟壳似的乌
龟，效率极低，老半天才做那么
几道题。

妈妈见状开始使用“唠叨
斗嘴”法，只听见她的声音由低

音变成了高音，她叹息到：燕子
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树枯
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
有再开的时候。突然她来了个
360度大转弯，轻柔地对我说：
“孩子，请你告诉我，为什么我
们的时间一去就不能回来了？
是有人偷走了它们吧！那又是
谁呢？有藏身何处?是他们逃走
了吧！现在又到哪里了呢？孩
子，时间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平
等的，为什么有些人事业有成？
有些人却过着忙忙碌碌的生

活？”孩子，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从前有个人，他流浪街头，有一
天，他遇到了玉皇大帝，乞求玉
皇大帝返老还童，他同意了，结
果这个人虚度时光，再次流浪
街头，从此玉皇大帝就对每个
人的时间作出决定，做别的事
情也一样。

妈妈这意味深长的唠叨让
我也认识到做事效率不高的危
险，更重要的是让我觉得妈妈

“唠叨”的耐心和爱心。
(指导教师：高会美)

为了锻炼我的交流能力和
吃苦精神，妈妈鼓动我参加了齐
鲁晚报的营销秀活动，成为了一
名小记者。

还没有开始卖报前，我认为
自己会卖的比胡逸飞多，因为胡
逸飞是已经参加过一期卖报活
动的小报童了。对我来说，卖报
的历程是艰苦的，我完全没有预
料到问题的严重性，第一天卖报
的时候，我卖20份报纸，第一站
我选择了小周家市场，由于没有
经验，一开始20份报纸全背着，
在市场上穿梭，的确是挺累，妈
妈让我少拿点，我说，“不用，我
一会儿就卖完了。”一开始不知
道把报纸拿到手中，果真，转了
一圈才卖了两份。第二站，我转
移到了一个卖早饭的地方，情况
稍好了点，卖了一个来小时终于
卖了10来份。眼看妈妈上班的时
间快要到了，我们只能往回赶，

剩下的9份报纸只能送给左邻右
舍了，这是第一天。回家后，妈妈
给我上了一节政治课，教育我卖
报不仅要懂得窍门，还要有不怕
苦、不怕累的精神，要坚持不懈
才能最终完成任务。第二天第三
天，我按照妈妈教给我的卖报的

技巧，见人就问，而且见了人微
笑、热情，比第一天好卖了许多。

现在卖报还有两天就结
束了，我懂得了万事开头难
的道理，我会继续努力，卖报
的经历也将永远留在我的记
忆里。

万万事事开开头头难难，，卖卖报报需需坚坚持持
滨城区第六小学五年级一班 解宇轩

无无名名小小草草
惠惠民民县县第第一一实实验验学学校校 张张欣欣仪仪

不不知知度度过过了了，，
多多少少个个荒荒凉凉的的岁岁月月。。

不不知知送送走走了了，，
多多少少个个孤孤独独的的寂寂寞寞。。

记记不不清清多多少少次次，，
被被狂狂风风卷卷起起。。

说不清多少遍，
被大雨吞没。
摔倒了———
重新站起，

粉身粹骨又算什么。
只要心不灭亡，
只要理想还在，
绿色的思绪，

就永远是那么美丽。
((指指导导老老师师 张张燕燕))

开心的生日聚会
滨城区第一小学六年级三班 依润飞

周六上午，我应同桌李杰的
邀请，参加他12周岁生日聚会。
他热情的迎接我们。大家你一言
我一语诚挚地向他祝福，我们说
着、笑着、逗着、闹着、蹦着、跳
着、欢声笑语一阵阵冲向云霄，
好热闹啊！

圆桌上摆着装扮靓丽的大
蛋糕，蛋糕上面点缀着一条形态
逼真，色彩鲜艳的奶油飞龙，还
有让人垂涎欲滴的丰盛美味佳
肴和十分漂亮的水果拼盘。祝你
生日快乐的歌声环绕着整个房
间。我拿出准备好的一只精美盒
装钢笔和新版的新华字典递给
李杰：“祝你生日快乐！”他接过
礼物高兴的说：“谢谢，我的字典
很旧了，正想买本新的，你让我
心想事成，太给力了。”大家依次
送上礼物。

激动人心的许愿吹蜡烛时
刻到了，我班的大哥大孙文涛当
主持人，他让我们把心愿写在手
心里，吹完蜡烛，亮出自己的心
愿。李杰的心愿是长大当个军
人，捍卫伟大的祖国；我的心愿
是当环境保护专家，把我们的祖
国打造成低碳环保，绿色有氧、

蓝天白云、繁星闪烁、风景秀美
的大花园；大哥大写的是，人最
宝贵的是生命和健康，长大要当
个食品专家，让全国人民吃上安
全放心的食品；有的要当科学
家；有的要当人民教师；有的要
当建筑师……大家海阔天空，心
情激动地畅谈着自己的心愿和
梦想。最后，大哥大情绪激昂地
作总结，并预祝大家梦想成真。
顿时，响亮的掌声笑声，沸腾的
欢呼声，震耳欲聋的呐喊声穿透
房顶。我们欣喜若狂地拍手祝
福，跳跃着互相拥抱，相约二十
年后再相会。

像秋风扫落叶一样疯狂的
边吃边玩，猜谜语，碰鸡蛋，说绕
口令……说到有趣处，幽默大王
朱晓军又添一个噱头十足的新
招，逗得大家笑得前仰后合。聚
会结束时大哥大宣布：依润飞猜
谜语达人，李杰绕口令达人，张
昊泽飞镖达人，赵建伟拍气球达
人……我班的知名画家王子超
为获奖者当场画了奖状。

这个生日聚会，我们玩得太
开心了，真是前所未有的开心！！

（指导教师：赵燕）

我的“酷”妈妈
博兴一小三年级七班 初泽逸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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