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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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1月7日上午，
滨城区第一小学2014年少先
队员代表大会在多功能报告
厅召开，现场156名队员代表
全校 2 7 0 0余名少先队员参
加，在会议过程中，少先队员
代表接过了《军事文摘，科学
少年》杂志社主编王金平捐
赠的纸模“天宫一号”和“神
舟飞船八号”火箭。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2014
年少代会有156名学生代表参

加，他们来自全校各个中队，
都是少先队员中表现优秀的
骨干分子，大队辅导员解淑娟
公布了21名新一届大队委员
和14名优秀少先队员。《军事
文摘，科学少年》杂志社主编
王金平为少先队员捐赠纸模

“天宫一号”、“神州飞船八号”
火箭，引起同学们的惊呼和赞
叹。此外，中国书法家协会理
事胡志斌也为一小捐赠汉代
民间文物和“红领巾中国梦”

的书法作品。
校长刘春明告诉少先队

员们，今天他们是天真烂漫的
红领巾，明天他们就是建设祖
国的生力军，并希望他们从小
树立远大理想，从小养成优良
品德，成为传播文明的使者，
练就过硬的本领，从小磨练健
康身心，努力提高综合素质，
迎接未来的挑战。

(通讯员 陈蓓蕾 记者
谭正正)

滨城一小156名“红领巾”相约2014年少代会

“天宫一号”礼物引学生惊叹
本报讯 1月5日，滨城区第

六小学成功举办了首届国际跳棋
锦标赛，全校百名棋手参加了比
赛。市国际象棋协会徐秋杰主席、
刘文明秘书长出席了开幕式，并
对大赛工作做出指导。

据了解大赛分幼儿组、一年级
组、二年级组、三至六年级组四个
组别，男女混编，进行五轮比赛。经
过激励地角逐，李昭冉、杨旭东、崔
天昱、王嘉琦分获幼儿组、一年级

组、二年级组、三至六年级组冠军。
一年级二班、二年级一班分获一年
级组、二年级组团体冠军。

本次比赛使学生充分展示了
自己的智力才华，让学生获得成
功的喜悦和满足，也体现了学校

“育合格加特长人才”的育人理
念。最近，学校还将通过系列竞赛
活动检测素质教育成果，以促进
特色学校发展。

(通讯员 张绍军 刘爱俊)

本报讯 1月6日，随着
滨城区上空新一轮雾霾生
成，滨城区二小“一米阳光”
红领巾广播室又响起了“环
保社团”给大家预防和减少
雾霾危害的妙招。早上有雾
霾，不急于开窗透气，不要

急于外出锻炼，多喝水，多
吃水果，体育课室内上等。
号召大家再一次积极实践学
校防止和减少雾霾危害的行
动。距离学校远的师生来学
校坐公交车或四五人拼车，
路途较近师生，带好口罩步

行来学校。一声声嘱托，一
声声教育，这就是学校致力

“做适合孩子的五色文化课
程”橙色即活力、责任特色
教育实践的一个环节。

(通讯员 刘爱波 记
者 谭正正 )

滨城区第二小学>>

应对雾霾师生有招

滨城区第六小学>>

国际象棋展风采

滨城区第七小学>>

《新老鼠嫁女》获省级二等奖
本报讯 在2013年山东省中

小学生戏剧大赛中，滨城区第七
小学的《新老鼠嫁女》作为滨州市
代表参演并获小学组二等奖。

据了解，作品从今年4月份开
始排练，《新老鼠嫁女》的小演员不
怕困难，刻苦训练，以精雕细琢、日
积月累的严谨态度和务实精神对

待每一次排练，从一点一滴的磨合
中使团队的表演日趋纯熟。在现场
比赛中，获奖的小演员们都表示，
此次比赛使大家的意志力和团队
合作精神进一步得到了锻炼，他们
也会把本次比赛的收获运用到今
后的学习中，取得更大的成绩。

(通讯员 薛建军 孙娜娜)

前段时间，我去参观在第三中学
举办的科技展，琳琅满目的物品，让我
眼花瞭乱，好生羡慕。

好几百个晶莹剔透的小珠子串成
的大象在门口迎接着我们，栩栩如生，
一看这挺起的大鼻子就知道它是象中
之王。有一个微缩版的红绿灯，设计的
小巧玲珑。

在展览室的一处，一艘威武的军
舰停在那里。军舰上一排排战士穿着
厚厚的盔甲，拿着机枪正在瞄准呢！操
纵室的窗户上糊着黑黑地防爆膜，这
样就能防止操纵室的玻璃被击碎，不
会导致整个军舰控制系统出障碍了。
如果碰上救援船来了，把铁链的扣解
开，就可以多条铁链同时发放，组成一
个桥面直接从上面逃生。并且船的底
部有好几层加重钢铁，这样就可以防
止鱼雷穿过伤害到船体了。这些设计
实在是太巧妙了。

另外一边，站立着一个好大好大
的蛋，居然是用纸做的，你猜不到吧。
粗略一看觉得没有什么特殊，但是当
你走进了再看立刻能感受到它身上散
发出的艺术气息。它是用好多卡纸折

叠后再互相卡起来，慢慢组成弧形一
直到顶端，即牢固又美观大方。上面插
着各种颜色的花，也是用纸做的，紫色
的玫瑰，黄色的菊花，白色的百合……
仿佛能闻到它们的香气，鲜艳无比。

我参观后深受启发，回家便想找
点东西自己也做个手工作品，姥姥正
在打苍蝇，苍蝇飞到高处，姥姥怎么
也打不着，我灵机一动，拿出一根废
弃不用的铝管，又找出我的一根破了
洞不穿的袜子，用透明胶将袜子捆到
铁棍的一头，缠到七八厘米左右时将
苍蝇拍放上又继续缠，这样就把苍蝇
拍增加了长度。把我的杰作交给姥
姥，她看准了飞到高处的苍蝇，“啪”，
苍蝇应声落地。我兴奋万分，觉得自
己的小发明是对家人有用的。

回想一下在三中科技馆看到的大
象、军舰、蛋壳等等，都是废旧物品做
成的。这么多的废旧物品，变成了这么
好的发明，我以前怎么就想不到呢？我
一定要好好学习，开动脑筋，努力钻
研，运用我的聪明智慧变废为宝，让它
们再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指导老师：尹晓霞

参观第三中学科技展
滨城区第一小学 四年级四班 冯智超

寒假即将来临，如何度过这
个假期？你考虑好了吗？

紧张的复习之后，迎来假期
庸庸碌碌的日子，是否让你感到
虚度了光阴？春节过后，新学期的
来临，是否又让你感到措手不及？
如何规划好了这个假期，如何让
生活更有意义？如何让假日更精
彩？你是否还没打算好？不如让我
们一起关注一下滨州燕园学校寒
假开班情况吧！与新老同学相约
燕园，这个假期继续跟暑期名师
共度，轻轻松松学习，快快乐乐收
获，你感觉如何？

燕园学校寒假班初中部开设
有初一15人语数外精品班。初二
15人语数外物理精品班。初三15

人数英物化精品班。高中部开设
高一至高三数学、英语、物理、化
学精品班。另外应同学们要求燕
园学校开设部分特色班，高三数
学精英班，省奥赛班总教练授课。
初三全科开设中考保过班。一对
一各科个性化辅导，少儿拉丁舞
特长班，少儿英语新概念更是常
年招生中。

如果考试的力不从心一直困
扰着你，何不来燕园学校让名师
为你点拨。春节来临之际，让燕园
学校为广大同学的学业再次助
力。

我们班有一对双胞胎兄妹，哥哥叫佳
乐，妹妹叫佳琪。他们每天一起上学、放学，
还一起上台表演拉丁舞，整天形影不离，我
真是羡慕极了！

一天吃午饭时，我对妈妈说：“妈妈，你
也给我生一个双胞胎哥哥吧。”

妈妈很纳闷儿，问我：“怎么突然问这
个？”

我说：“妈妈，你知道吗？每次你跟爸爸
去上夜班，扔下我一个人在家，好孤单啊！
我也想像佳琪和佳乐那样，每天都有个双
胞胎哥哥陪着。”

“对不起宝贝，老是让你一个人在家。
可是，妈妈再也生不出双胞胎哥哥了，因为
你都长大了，就是再生也只能生一个比你
小的。”

我接着问：“那你当时生我的时候，怎
么不让医生再制造一个一模一样哥哥呀？”

妈妈笑了：“傻孩子，医生不是制造孩
子的，是帮着孕妇接生孩子的。”

看着妈妈笑呵呵的样子，我有点儿不
满意，埋怨她说：“那你自己当时为什么不
生双胞胎呀？”

妈妈告诉我：“双胞胎可不是谁想生就
能生的。每个孩子都是上天赐给爸爸妈妈
的礼物，一般情况是一个家庭一次只送一
个，有时也会送两到三个，可这种事情不是
我们能够控制的。”听了妈妈的话，我心里
嘀咕着：“唉，上天怎么不给我家多送一个
宝宝呢？”

我又对妈妈说：“那我不要双胞胎了，
你就再生一个小弟弟或者妹妹也行呀，就
像亦菲那样！”亦菲也是我班上的同学，她
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弟弟。

妈妈很认真地对我说：“他们家有特殊
情况，我们不能跟她比。我和你爸都不是独
生子女，国家就不允许生两个宝宝。很多小
朋友都跟你一样，也是独生子女，这是我们
国家的规定，明白了吗？”我似懂非懂，但还
是点点头。

唉，我家要是有个双胞胎，该多好啊！
听老师说，现在的科技很发达，可以克隆
羊，还可以克隆人哩。我今后一定好好学
习，长大了就克隆一个双胞胎似的自己，那
样的话，我就成了双胞胎啦！

指导老师：袁立静

话说“双胞胎”
惠民县第一实验学校 二年级五班 方安迪

低低盐盐？？健健康康！！
邹邹平平县县第第二二实实验验小小学学 四四年年级级二二班班 张张子子哲哲

“嗒、嗒、嗒……”脸色苍白的姥爷躺
在安静的病房里，一边听闹钟奏起的“音
乐”，一边等妈妈买饭回来。

“嗨，我回来了！”妈妈一边笑一边
说，“今天买的菜全都是低盐的，对身体
好，大家快来尝尝！”

妈妈做着宣传，还不忘勾起我们的
食欲：“这可是用很长时间买上的，可香
了！”

听了妈妈的话，我早已口水流三尺，
一个箭步跑到妈妈身边，迫不及待地上
前一探究竟。“咦？今天的菜怎么都是青
菜呢？”我很诧异，还好有我爱吃的豆腐、
土豆丝，我就不计较那炒油菜和白菜了。
于是催姥姥拿出碗筷，盛好米饭，便夹起
一块豆腐塞到嘴里。

“好淡呀！”吃完一口，我就发现这
次的豆腐味道怪怪的，一点味道都没有，
我皱了皱眉头，接着又夹了一筷子土豆
丝，“咦，怎么和豆腐一样，没有滋味呢？”
于是，我确定这两道菜里缺少了同一样
东西——— 盐，我抗议道：“妈妈，我不想吃

了！”一边说着一边放下筷子。妈妈并没
有生气，反而笑着说：“不好好吃饭，可是
要生病的呀！”可是姥爷似乎饿极了，不
管三七二十一，狼吞虎咽地大口吃着，还
眉飞色舞地说“好吃！好吃！”

“可是多放点盐不好吗？”我疑惑地
问。妈妈听了又笑着说：“很快你就会知
道少吃盐的好处的。”

从那以后，妈妈做的菜，放盐极少，
味道淡淡的，尽管我觉得不好吃，竟然也
慢慢适应起来，更奇怪的是姥爷的脸色
越来越有光泽，精神越来越好，他的病一
天一天好起来……

过了半个月，姥爷的病好了。去办出
院手续时，妈妈向我透露了实情。她说姥
爷的主治医生王主任曾对她说，通常人
体组织中的水分含盐浓度为0 . 9%，这种
浓度就是生理盐水的浓度，而我们吃的
菜，喝的汤却不是这个浓度，其含盐量要
比人体组织中的含盐量多好多倍，过高
的盐分摄入会降低人体细胞的防御能
力，不利于身体的健康，所以饮食中要控
制盐的摄入量，低盐饮食才能让身体更
健康，才能让姥爷早日康复。

我听了恍然大悟，不由得为妈妈这
种为全家健康着想而身体力行的低盐行
动鼓掌！为此，我要提醒大家：低盐饮食，
有利健康；低盐饮食，从我做起！

指导教师：刘琴芳

让燕园
为你的学业助力

心里涌动着一股力量
妈妈说这是梦想
那席书记说的“中国梦”里
一定有我们的梦想
马云叔叔创造了各大互联网
袁隆平爷爷的梦想在杂交水稻
上闪光
张丽莉老师用双腿换取学生的
安康
12的何玥捐献遗体让生命延长
我的梦想是在海上
长大守卫祖国的海疆
同位日记里写下了他的梦想
像莫言一样获得诺贝尔文学
奖……
中国梦啊
也是今天少年的担当
老师让我们时刻牢记
“少年强则国强……”

(指导老师：刘爱俊)

少少年年的的梦梦想想
滨滨城城区区第第六六小小学学 三三年年级级二二班班 司司泽泽宇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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