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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玑小学：

邀请胡海涛来校做报告

近日，全国科学优质课一等
奖获得者、文化路小学胡海涛主
任为珠玑小学师生上了一节科学
课《太阳家族》。胡主任以先进的
信息技术全面引领课堂的进程，
通过在线搜索信息的大胆创新、
虚拟立体宇宙的直观展现、点线
面构建行星模型的方式，深深吸
引了学生和老师的眼球。授课结
束之后，胡海涛主任和珠玑小学
全体教师交流自己的授课心得，
讲述课件制作以及科学课的授课
思路，启发了珠玑小学全体教师。

通讯员 刘杨梅

双语实验小学：

开展教师书法大赛

近日，双语小学举行了青年
教师钢笔字大赛活动。本次比赛
是学校教师苦练基本功的一个阶
段性成果展示，比赛中每位教师
都认真书写，一丝不苟，注重实用
性与艺术性的结合与统一，展示
了老师们扎实的书法功底，作品
给人以美的享受。通过本次书法
大赛，进一步激发了教师练习基
本功的热情，对夯实教师教学基
本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通讯员 王丽敏 盛霞 林永梁

开发区第九小学：

组织学生参加科技馆

近日，烟台开发区第九小学
组织学生参观了学校科技馆，同
学们就被科技馆各式各样的模型
吸引住了，在老师的带领下，同学
们一边认真听讲，一边积极亲自
动手体验。对每一项科技发明或
是模拟场景，他们时而激烈讨论
其原理，时而则着迷于其组织构
造。参观结束后，同学们都兴奋地
讨论着在科技馆的所见所闻，以
及那些奇特现象的科学原理，感
叹着科学的无穷魅力。

通讯员 王娟

开发区大季家小学：

承办实践活动课现场会

近日，烟台开发区“中小学综
合实践活动课程现场会”在大季
家中心小学举行。本次活动是由
烟台开发区教研室主办，大季家
中心小学承办，烟台市综合实践
负责人张丽主任及各学段综合实
践教研员也参与了此次现场会。

80余位与会领导和老师先是
分别观摩了大季家中心小学综合
实践活动课程现场，观看了由大
季家中心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
程实施成果展”，之后又进行了经
验交流，首先授课教师谈授课的
构思和授课体会与反思以及本年
度选题方面的具体做法，然后由
中心小学赵承红校长就本校如何
实施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以及取得
的成绩做汇报，最后教研室领导
杨春红主任到会做重要讲话，杨
主任对各学校如何扎实推进综合
实践活动课程的实施提出了具体
而可行的要求。

通讯员 季景丽 丛彩艳

牟平一中：

举行校园歌手大赛

近日，牟平一中在学校礼堂
举行了校园歌手大赛。悠扬的旋
律，嘹亮的歌喉，青春的风采在这
里激扬；一流的校园歌手、专业的
教师评委、靓丽的学生主持，将

“青春梦飞扬，音悦齐分享”的主
旋律传达到了现场每位观众的心
里。 通讯员 孔林浩

猫猫的的行行踪踪
毓璜顶小学 五年级四班 王雅萱 指导教师 张丽君

一天夜里，我躺在床上，快
要入睡了。突然，“喵～”的一声
把昏昏欲睡的我给吵醒了，我揉
着眼睛走下了床，拉开了窗帘往
窗外一看，奇怪，什么也没有啊？
我又慢吞吞地上了床，刚盖上被
子，又听到一声“喵～”。我立马
下了床，趴在窗上左顾右盼，除
了风吹树摇，月光淡淡，什么也
没有呀！我刚转过身，准备上床，
就再次听到“喵～”的声音。我把
眼前仔仔细细地望了个遍，终于
发现了，在杂草丛中有两点亮晶
晶的光，那是什么，是“窗边的小
豆豆”？是珍珠？还是两颗从太上
老君炉里溜出来的金丹？我探头
望望，哦，原来是一只全身黑漆
漆的猫。

第二天早上，我约了两个
同学，孙晓明和蒙晓晨，一起观
察猫。我去厨房拿了一块做饭
剩下的肥肉，准备引诱猫。我害
怕香味不够浓，又在肉上抹上

了一层厚厚的海鲜酱。为了保
证试验质量，我们准备了三块
肉。

试验一：我从三楼丢下一
块肉到平台，孙晓明去引杂草
丛中的猫，蒙晓晨负责观察试
验情况：猫吃了肉举绿旗，猫没
有吃肉举红旗，意外或紧急情
况举黄旗。她们刚下去，意外就
发生了，蒙晓晨匆匆举起了黄
旗。我连忙跑下去，问：“什么
事？”，蒙晓晨回答：“那只猫不
肯出来。”我们只好拿出两块鱼
香饼干放在猫身前，方法奏效
了，猫吃了饼干，就出来转了。
突然猫的目光停留在了这块肉
上，我们一看，就高兴得不得
了，心想：它要吃了。蒙晓晨差
点笑出声，不过，我一直和蒙晓
晨打着手势。猫把鼻子贴到肉
上，闻了闻，又用舌头舔了舔
肉，确定没问题，就一口两口把
肉吃掉了。蒙晓晨举着绿旗又

蹦又跳。
试验二：孙晓明让猫爬上

西墙，再把梯子撤了，让猫没法
下来，蒙晓晨在大平台上放一
块肉，猫得从墙上跳下来，再跑
五十米左右才能吃到肉。这次
由我举旗。一开始，猫失足从墙
上跌下来，它却在空中翻了个
身，四足平平稳稳地立在地上，
这个高难度动作只有猫才能做
得到，而且猫却觉得没什么大
不了，就和呼吸一样简单罢了。
一落地，猫就开始飞速奔跑起
来。猫用后脚使劲蹬地，前脚抬
起来，后来，前脚轻轻一抓地做
了个缓冲，又奔跑起来。过了一
会儿，我兴奋地把绿旗扔到了
平房上，只好支上梯子，爬上去
拿下来。

试验三：我放一路饼干，蒙
晓晨引诱猫出来，然后不给猫
任何向导，让猫闻着气味来找
到肉。一路上猫把饼干甩在了

一边，兴奋地找起肉来。过了好
久，猫疲倦了，又趴在地上吃起
了饼干，吃饱了，又开始跑，累
了再接着吃，又开始跑了……
最后，猫好像找不到肉了，因为
它实在是太累了，便掉头往回
走。原来它去找捷径了，它认为
这条路难走，从来没有走过这
条“饼干路”，就从另一条道走
了。到了梯子旁，猫还真聪明，
两格两格地往上跑去。过了这
条路是东墙，东墙比西墙高两
米多，猫一次就”飞“到顶了，这
是踩着凸出来的水泥板跳上去
的。到顶了，它没刹住车，一下
子“飞”过了头，到墙的另一边
了，它又是稳稳当当地落了地。
最后，它跑上了平台，得到了它
应有的奖励——— 一块味道鲜美
的海鲜酱肉！我们也累坏了，我
缓缓地举起了绿旗……

到家了，我们几个刚进家
门就趴在了地板上……

带带上上勇勇敢敢上上路路
毓璜顶小学 四年级五班 陈思羽

勇敢是我心灵路上的明
灯；勇敢是黑暗中的一簇篝
火；勇敢是茫茫大海中的灯
塔……勇敢正如春雨绵绵指
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
红于二月花。”金秋时节，大地
一片金黄，被风姐姐织成了一
片金毛毯。妈妈和爸爸带着我
去爬了景色迷人的招虎山。刚
刚到山脚下，让我感受到了一
阵凉丝丝的风吹向我的脸庞。
我们爬呀爬呀！一个个汗流浃
背。妈妈找到了一个小亭子，
让我们歇歇。我趴在亭子上，

放眼望去，黄黄的树木，有趣
的鱼池令人陶醉！这时，我心
想：小鱼儿是多么快活呀！它
们在水里自由自在地游着，有
的在舒舒服服地散步，还有的
在“晒太阳”。此处景色如此之
美，山顶会不会更是一番色
彩？我想爬到山顶。

我爬呀爬！突然，我看到
了一个大石块从山顶滚落下
来，幸好我眼疾手快，连忙往
旁边一躲！这时，我的信心一
下子被击退了。此时，我的脑
子里好像有两个小人在说话，
一个小人说：“别爬了！万一还

有大石块怎么办？”另一个说：
“继续爬，你一定能成功，到了
山顶就可以看美景了！”听了
他们俩的话，我的心中有了答
案。我一个劲地爬呀爬呀！紧
紧抓住两边的绳子，埋头苦
爬……经过一番折磨终于爬
到山顶！

大片大片的黄啊！一片
黄 、一 片 绿 、一 片 红 、一 片
橙……美不胜收，令我深深陶
醉其中，真是不虚此行。

通过这次爬山，让我知道
了困难其实并不难，只要勇
敢，就一定要坚持到底！

美美丽丽的的秋秋天天
烟台星海艺校 三年级一班 张睿 指导教师 张振声

人们都说秋天是个美丽
的季节。秋天气候宜人，秋天
风景如画，秋天瓜果飘香……
我要用心来感受秋天。

我来到了山上。首先映入
眼帘的是山路两旁散落着的
牵牛花，有紫色的、粉色的、蓝
色的、墨紫色的，星星点点，很
是好看。还有一簇簇盛开的淡
紫色、黄色的山菊花都将秋天
的山装点得色彩缤纷。

再往山上看，满山的树
木好像被画家染了颜色，有
黄 色 的 、红 色 的 、深 绿 色
的……颜色变得更丰富，更
有层次了。你看那红色的是

枫叶，像一只只蝴蝶在群山
中飞舞；那黄色的是银杏叶，
好似一把把小扇子，要扇去
夏天的炎热；那深绿色的是
松树，巍然地站在那里，像一
个个森林的卫士，要保卫着
山林更加安全。还有一群群
蝴蝶和蜜蜂飞来飞去，让秋
天的山变得更加生动起来。

我来到了果园里。绿绿的
葡萄架下挂满了一串串水灵
灵的葡萄，有红色的、紫色的、
绿色的，它们晶莹剔透，好像
一串串玛瑙，竞相媲美。石榴
树上结满了沉甸甸的大石榴，
瞧，一颗颗石榴笑得咧开了大

嘴，好像在给人们讲故事。这
边是大大的鸭梨，黄澄澄的，
好似一个个大葫芦，那边红彤
彤的柿子缀满枝头，宛如一盏
盏小灯笼。果园就像魔术师的
口袋，要什么有什么。

我又来到了村子里，到处
是一派繁忙的景象。人们在忙
着收玉米、晒花生、摘苹果、采
葡萄……每个人的脸上都洋
溢着收获的快乐。

一路走来，我感觉到秋天
是多彩的，秋天是甜美的，秋
天是充实的，秋天美在眼里，
甜在心里。秋天真是个美丽的
季节，我好想留住秋天！

秋天的魅力
烟台开发区金城小学

三年级七班 张济帆

指导教师 董静

秋天，是美丽的季节，山
边的路被缤纷的秋叶染得绚
丽多彩，红色，绿色，金色……
让人眼花缭乱：红色的树像一
个个穿着红衣的少女，在风里
翩翩起舞；绿色的树在秋风里
摇曳，摆出了各种各样美丽动
人的姿态；金色的树落下一片
片金叶，像撒下了一地金子。
飘呀飘呀，它把穷人家的孩子
吸引来了，那孩子仿佛看到了
生命的光辉，他欢天喜地拿着
金片回了家，一进门他就喊：

“爸爸妈妈，我找到了一片金
子！”

秋天更是丰收的季节。田
边的稻子、玉米被沉甸甸的果
实压得弯下了腰板儿。果园
里，苹果、鸭梨、葡萄……正等
着人们去采摘呢！一个小朋友
自己编了一首儿歌唱起来，

“粉粉的桃子像小山，红红的
苹果像太阳，黄黄的鸭梨像金
堆，甜甜的葡萄像玛瑙……”
看！大人们把水果都摘完后，
倒在毯子上，小朋友们在树下
吃得正欢呢！

你说秋天美不美，秋天是
不是个丰收的季节呢？你肯定
会回答：“当然是，我也非常非
常喜欢秋天！”

星期天，我一大早就起了
床，伸了个大懒腰，似乎还有睡
意。妈妈匆忙地准备好早餐，然
后帮我搭配好衣服，叫醒了还
在睡懒觉的爸爸。我们匆忙地
吃完早餐。

出发了，我与爸爸打着一
把伞走在烟雨朦胧的路上，一
路上雨滴“淅沥沥，淅沥沥”地
唱着，小鸟在雨水中洗了个清
爽的澡，落叶在争先恐后的跳
舞，这一切都美极了。我的心情
十分欢快。

我们终于到了安德利迎海

花园，还好没有迟到，我提着的
心才放进肚子里。不一会老师
们来了，我们一起进入大厅参
观，这里太豪华了，无论是天花
板上的图案，还是挂在顶上的
吊灯，大门口的柱子，都十分的
美丽。

老师开始讲解绘画材料的
用途及用法，还有画画的技巧，
这让从没画过脸谱的我感到特
别新奇有趣，迫不及待想尝试
一下。

脸谱发下来了，我立刻拿
起铅笔把轮廓描绘出来，我描

得非常认真，爸爸在一旁指
点，一会说这不太直，一会闲
那有点偏，只要稍有点偏差，
我都会修改，直到满意为止，
然后打开颜料盒，拿出了黑色
颜料，挤了一点在盘里，找出
最细的毛笔先描出边缘，开始
以为非常简单，可当我亲身体
验后才发现这太难了，笔就像
长了腿一样，左窜右跳，不听
我的话，因为脸谱凹凸不平，
上色增加了难度，这给了我一
个下马威。我静下心来，慢慢
地克服了这些困难。该上色

了，我用水把黑色颜料调开，
再用大刷子在脸谱上刷，就快
涂好了，我的手突然抖了一
下，糟糕，失误了！我灵机一
动，将错就错，画了个月亮，脸
谱立刻变得更加生动起来。

我们又进行了一系列抽
奖活动，很幸运我中奖了。这
次活动让我深刻了解了中华
国粹京剧的很多知识，也明白
了一个道理，很多事情不是表
面上那么简单，要去实践体
会，克服其中的困难，才可以
做好。

难难忘忘的的画画脸脸谱谱活活动动
牟平区五里头小学 五年级 孙圣雪 指导教师 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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