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得第一次上校本课程是
在小学二年级，我选的是围棋。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班级的调整，
我现在已经是一名五年级铜管
乐班的学生了，并被分进了小号
组。

第一次拿到小号的时候，我
爱不释手！小号金灿灿的，滑溜
溜的，真好看，大家迫不及待地
吹了起来。个个都吹得面红耳
赤，却没有一个人吹得出半丝声
音。这时，老师似乎看出了我的
心思，走过来微笑着说:“吹小号
的力度不能轻也不能重，还需要
足够的耐心。”老师先教会了我
们拿小号的姿势，再告诉我们：

“吹奏时不能把嘴鼓起来，气息
一定要均匀。手拿小号的姿势要
正确，要把号嘴拧紧!”说完便叫
我们自己试吹几下。我按照老师

教我们的方法试吹了一下，虽然
声音是吹出来了，但是听到的却
是“噗噗”的声音。仔细一听，教
室里几乎全都是这样的声音，大
家都不禁捧腹大笑起来。

从此我对小号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总是急切的盼望着校本
课程的时间早点到来。经过了一
段时间的刻苦练习，我们已经学
会吹许多好听的曲子了，比如美
丽的鲜花在开放、迎宾曲、队歌、
哎呦妈妈等。而且，还要参加市
里的比赛呢！所以，最近大鼓、萨
克斯、长笛、小号等参加了整体
练习。老师在前面指挥，那声音
震耳欲聋、气势无比壮观！

通过校本课程的学习，让我
理解了“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
人”这句话，无论学什么，只要用
心去学，就一定能成功。

小号吹进市级比赛
五年级五班 秦续政 指导老师 张学芝

星期五的下午，盼望已久的
校本课程第一次课终于来到了，
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来到了
操场。老师先是要求大家集合，
再进行追逐跑的训练，“一二一，
一二一……”嘹亮的口号越来越
响了，同学们在课上绷紧的神经
在这号令下慢慢地放松下来，同
学们精神抖擞，脸上洋溢着灿烂
的笑容，围绕操场跑了两圈，然
后做徒手操练习。

经过一系列的热身之后，我
们分组进行 50 米跑步练习。这
时候，我的心里非常紧张，手心
里还有汗呢，抬头一看，太阳正
温暖地照耀着我们，立刻让我充
满了力量。听到老师“预备，跑！”

的发令后，我和同学们一样，纷
纷跃出起跑线，像离弦的箭一样
向前冲去，最终我以 8 秒 75 的
成绩排名小组第三。在跑步过程
中虽然有点累，但经过坚持不懈
的练习后，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和坚强的意志，心情感觉无比地
轻松和自在。“叮铃铃，叮铃铃，
校本课程时间到了，……”下课
铃响了，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下下
次课的任务，于是，我们就恋恋
不舍地和大家告别，等待下一次
课的早点到来。

放学回家的路上，阳光依然
很柔和地照耀着，金黄色的银杏
叶快乐地飞舞着，我也跟着一
起，向着阳光，快乐地奔跑起来！

阳光酷跑伴我成长
三年级一班 刘昕东 指导老师 魏玉华

我上二年级的时候，我成
了国际数棋班的第一届学员。

我很喜欢学数棋，我切身
体会到“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那时候我总是盼着过星期五，
因为每周五下午才有校本课
呀，我认真地听老师讲的每一
步、每一点，自己用脑子把学
过的数学知识融汇贯通，我居
然是二十五名同学中掌握最
快的一名！没多久我就敢跟丁
老师对弈了，有一次丁老师没
注意我居然赢了好几步！丁老
师风趣地说：“青出于蓝而胜
于蓝了！”偶尔有人不服气要
跟我下棋，我是欣然应战，当
然每次我都是赢他们很多步
棋，这样几次下来，他们都对
我心服口服了。我在国际数棋
班里找到了我从未有过的自
信！

后来因为学校要求办低
级别的普及班，丁老师又从头
开始教低年级的小同学，我就
不能再跟班了，这样在新学期
开始后，我就报了快乐英语，
在这里我感觉到了学习英语
的快乐！老师通过大屏幕给我
们放映外国影片、动漫等，激
发我们好好学习英语的动力，
因为幽默、风趣的动作、语言，
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让我们
在不知不觉中爱上英语。

我现在常常觉得时间过得
太快，因为还有很多校本课程，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机会
学，常常觉得惋惜，但好在我通
过参加过的有限的校本课程，
学到了更多的知识，获得了自
信，得到了知识外的更大收获，
真心感谢金海岸小学、感谢校
本课程伴我快乐成长！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六年级二班 刘贝宁 指导老师 付森

自一年级起，校本课程就
是我的记忆之中最让我盼望的
课，连我的最爱——— 午读时间
在它的面前都是那么的不起
眼，也许是太“稀有”了吧。

每到周五下午，我甚至可
以一中午坐在座位上一动不
动，就盼望着它的上课铃。每当
铃声响的时候，我的欢呼声简
直可以震破房顶。

我的泥工课，是一个中等
身材的老师教的，她还算温和，
总是把她的泥工作品和我们的
摆在一起，她做得真精致呀，可
我却总是做不太好：万圣节那
天，我们做南瓜灯，我是第一个
做好的，但也是第一个失败
的——— 我的南瓜灯根本提不起
来。

我还喜欢跳蚤市场，在跳

蚤市场上，我们把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费尽心思吸引“顾
客”，偌大的操场摆满了摊位，
竟有些要装不下了，买卖物品
的同学们川流不息，在摊位前
流连忘返，有时就看见一大堆
人围在墙边，挤得连纸都插不
进去，一时间叫卖声，讲价声
络绎不绝，整个操场热闹非
凡。

虽然校本课程每周才上
一次，可这也是我最喜欢的课
程，让我学会了色彩的搭配和
比例，让我学会了耐心做事，
还让我学会了一些生活技巧，
它们都使我受益匪浅。我也时
不时地运用到它们，学习当
中，用色彩技巧来轻松完成美
术课的内容，用学到的生活常
识帮爸爸妈妈做家务。

跳蚤市场受益多
六年级五班 秦正 指导老师 蔡成镇

每周五下午是我们期盼的
校本课程，它是一周紧张学习气
氛的“调节剂”，大家都盼着周五
上自己喜欢的校本课。

入学前我学了一年多的葫
芦丝，有葫芦丝的功底。上小学
后，学校正好开设了葫芦丝吹奏
的校本课，所以一年级到二年
级，我选的是葫芦丝吹奏。我跟
着老师，重新温习五线谱，从识
谱到指法，由生到熟地一次次反
复练习，每当攻克下一支较难的
曲子时，我就觉得非常满足，非
常兴奋，很有成就感。

到了三年级，课程多了，我
重新选择了我喜欢的围棋课。围
棋能锻炼人的专注、耐力和拓展
跳跃思维，我也非常喜欢这种和
同学两个人安静的对弈，靠智慧

战胜对方的感觉。如今，学习的
闲暇之余，我还经常找同学或和
爷爷“吃”上两盘。

四年级了，进入高年级，学
习也紧张了，妈妈说我的字有待
进步，班主任林老师也给我了好
的建议，让我选择软笔书法课
程。于是，我转入了软笔书法课
程，开始练习软笔书法，笔墨纸
砚，我要好好体验中国书法的博
大精深。洁白的宣纸、乌黑的墨
汁，相信书法的魔力会让我挥洒
自如、自信满满；让我学会心灵
宁静，持之以恒……

四年来的校本课程，让我体
验到了课堂以外丰富多彩的内
容，也让我感受到了无穷的乐
趣，它让我更加热爱生活，伴我
一路成长。

充实的四年
四年级六班 张子林 指导老师 林小文

星期五的下午，眼看就要
到校本课程的时候了，我很紧
张，因为我希望能被校本课
程——— 科技活动选上。终于语
文老师于老师来了，她来宣布
我们班的校本课程选择结果。
老师宣布的那一霎那，我紧张
得要命，于老师先宣布儿童画
组，于老师念着念着，竟然点
到了我的名字，我心里顿时感
觉很失落。

第二个星期五的下午，我
们迎来了第一次校本课程的
开课时间，那时候我们还不知
道儿童画组在哪里上课，中午
于老师告诉我们儿童画组要
去三年级五班上课，可是，过
去一看，不对呀，这里是硬笔
书法组啊！经过几番周折总算
找对了，想不到第一次上校本

课程的儿童画组，竟把我们累
得筋疲力尽。

进了儿童画小组以后，老
师让我们坐好，说：“我们今天
可以随便画东西，除了画游
戏，其余的尽情发挥你的想象
力，想画什么就画什么。”我听
了老师的话，就赶紧动脑，想
象构思，我认真地画着，用心
地涂着颜色，终于一颗五彩缤
纷的大树画好了，我对我的画
很满意。我把画交给老师，开
心极了。原来儿童画组的活动
也很有趣啊！我喜欢儿童画
组，它带给我极大的快乐。

校本课程的学习，让我感
受到画画的乐趣，画好儿童画
也是一项本领呢！相信跟着儿
童画组的老师学习，我的画画
水平一定会大有长进的！

儿童画的乐趣
三年级八班 孙智萌

不知不觉中我已经上五年
级了，五年来我从心里感激伴我
成长的老师和同学，感谢学校为
我们创造的优越的环境。使我受
益匪浅的是我们的校本课程。

校本课程由二年级开始，我
选择了“趣味英语”。趣味班开始
以后，我很快就被它深深地吸引
了，老师的风趣幽默，同学之间
的团结合作，使我对英语有了另
一种认识，激起了我想要好好学
习的愿望，直到现在英语也是我
比较喜欢的科目之一。

三年级，为了我手抄报以后
能画得更精彩，我毫不犹豫地选
择了“儿童画”。在这里，我学到
了不少新知识。我们画了很多
画，老师总是能给我们诚恳的表

扬和建议。我还曾被评过“百生
秀”奖呢！

四年级，我对电脑充满了好
奇，想亲手做出自己的东西。于
是，我不假思索地选择了“网页
制作”。我成功制作了《荷花》的
网页，还有《金海岸小学》的网
页，并成功发送到学校邮箱。

五年级，在我内心激烈的斗
争下，我选择了“美食班”。美食
班，让我明白了团结合作有多重
要，只有大家齐心合力才能做出
好的作品，收获成长和快乐。

这就是我的校本课程生活，
怎么样？是不是很精彩？以后，我
会继续努力，不断地提高和完善
自己，让生活的每一天都充满幸
福和快乐！

难舍“趣味英语”
五年级三班 王翰 指导老师 秦艳艳

美妙音符伴我成长
五年级二班 姜亚彤 指导老师 何艳

“校本课程开始了，请同学
们带好相关物品，开始走班。”
校本课程——— 我们学校的特色
课程，有沙画班、美食班、书法
班、剪纸等，可谓是千奇百怪、
琳琅满目啊。

同学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特
长与兴趣选择自己喜欢的校本
课程。各种特色的校本课程教
给我们知识，带给我们快乐，陪
伴着同学们健康成长。我喜欢
的校本课程有沙画班和美食
班，只可惜分身乏术啊。而且，
四年级时我就选择了鼓号班
级，校本课程就只能上这一种
了。但是——— 有了长笛的陪伴，
我渐渐喜欢上了鼓号这个课
程。它像泉水“叮叮咚咚”，发出
美妙的音符；也像蝴蝶飞过树

丛，留下美好的回忆；更像花儿
争奇斗艳，绽放出美好的奇迹。

当我们第一次在操场合奏
的时候，不知是激动，还是紧
张，我手里的长笛直打颤，吹得
一塌糊涂。不过当我看见操场
其他班的同学向我们投来羡慕
而又崇拜的眼神时，骄傲和自
豪油然而生，霎时填满了我的
心。

鼓号班的音乐，总让我在
心中泛起涟漪。虽然长笛的声
音是如此的弱小，但是我能感
受到它轻微的震动。有了不同
乐器的配合，有了同学们之间
的配合，才有了这气势澎湃的
演奏。美妙的音乐已经为我铺
出了这条成长的小道，伴随我
快乐成长······

做水果沙拉
六年级一班 韩梦泽

在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做
了一次水果沙拉。它的味道甜
甜的有点奶香，很好吃，同学们
都非常爱吃。

这星期的校本课程，战老
师带领我们再次体验了如何做
好水果沙拉。耶！我太兴奋了。为
做好水果沙拉，我准备了苹果、
香蕉、西瓜、哈密瓜、梨等水果。

随着老师一声令下，我们
热火朝天的开始了。女同学削
果皮，我切水果，大家兴高采烈
地干起来。不一会我们就完成
了一盘说过沙拉。这时战老师
泯着嘴唇站在我们小组旁边，
观看我们的“杰作”。

同学们觉得一盘太少了，
又不太美观，应该再做一大盘，
于是我们又开工了。这次，我把
各类水果切成很好的造型。女
同学把橘子剥开，用橘子的果
肉靠盘子边围了一圈做了个花
边接着，又把切得方形苹果片
摆在橘瓣中间，做了个陪衬，然
后把准备好的香蕉片放在苹果
片上。还在山楂果上插了一根
牙签，串了一串橘瓣“糖葫芦”，
大功告成。我不禁吸了口气，看
着自己做的五颜六色的水果沙
拉真是回味无穷啊！我们又完
成了一盘，我们组的黄振宁、张
曦等同学“大开杀戒”猛吃起来，
别的小组的同学也过来品尝，
互相交流经验。由于我们组做
的沙拉既好看又好吃，得到了
老师和同学们的好评。

这种综合性的校本活动，
不仅锻炼了我们的的动手、动
脑能力，还锻炼提高同学之间
的交往沟通能力；既让我们增
长了知识，又锻炼了如何团结
协作。我们很喜欢做水果沙拉，
更喜欢这样的活动。

如果有人问我：“你最喜
欢学校的哪门校本课程？”我
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舞
蹈课！

小时候，我并不喜欢学舞
蹈，因为我怕累、怕疼，还怕吃
苦。后来，当我看到电视上舞
蹈演员在翩翩起舞的时候，我
也情不自禁跟着乱跳起来，想
象着自己也能和他们一样，穿
上漂亮的服装，快乐地跳舞。
于是，在今年的校本课程报名
时，我毅然选择了舞蹈。

当我第一次踏入舞蹈厅
时，我立即被深深吸引住了。
这里有明亮的镜子、平滑的地
板，还有活泼可爱的伙伴，最
重 要 的 是 有 漂 亮 和 蔼 的 老
师——— 侯影、李娜老师。现在，
我越来越喜欢舞蹈了。虽然练
功时，我吃了不少苦，可是我
也获得了许多快乐！舞蹈改变
了我。以前，邋邋遢遢的我像
个“小疯子”，脸还胖胖的，而
且脾气很暴躁，自从我走近了
舞蹈，脾气好多了，因为老师
说平心静气才能练好功。经过
长期的练习，我的个子也长高
了，人也瘦瘦的，比以前漂亮
多了。

跳舞能够使人快乐。在校
本课程的学习过程中，我还认
识了很多好朋友。尽管我们认
识的时间很短，可是我们的友
谊却很浓厚。我觉得，校本课
程就是一个欢乐的世界，里面
聚集了很多舞蹈爱好者，大家
可以一起玩耍；一起谈论关于
舞蹈的故事；还可以一起练习
动作，团结协作，我有不会的
别人帮我，别人有不会的我帮
他。校本课程里还发生了许多
事情，有快乐的、好玩的、有趣
的、悲伤的等等，让我的生活
变得多姿多彩。我就像一条快
乐的鱼儿一样，找到了欢乐的
海洋。

“丑小鸭”变形记
四年级八班 郑佳妮

指导老师 卢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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