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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画画大大赛赛颁颁奖奖88日日银银座座家家居居举举行行
300多幅优秀获奖作品将同时展出，精美书画作品集将同步发行

本报6月3日讯 由本报联
合滨州市文明办、共青团滨州市
委、滨州市少工委与本报共同主
办，章丘百脉泉风景区、朱家峪
风景区协办的“古村朱家峪旅
游”杯迎六一少年儿童“四德与
国学”书画大赛评选结果公布，
颁奖仪式定于8日(周日)在银座
家居举行，获奖小选手赶紧邀请
自己的父母、好友前来观看自己

的作品，并领取奖励吧！
此次书画大赛是以“四德与

国学”为主题，以书法、绘画为表
现形式，由著名的书画名家担当
大赛评委，共评出300余幅优秀
获奖作品。所有优秀获奖作品将
于6月8日上午在银座家居一楼
大厅展出，并和颁奖仪式同时举
行。所有获奖的小选手记得带上
自己的父母、约上三五好友一起

来欣赏画作，在观赏自己作品的
同时，还能与其他选手相互交
流，互相学习，现场还有机会和
名家进行近距离的交流学习。

颁奖时间：6月8日 (周日 )上
午10点

颁奖地点：黄河五路渤海十
二路银座家居一楼

咨询电话：0543-3210007

百百余余小小记记者者蝴蝴蝶蝶园园里里学学知知识识
本报6月3日讯 (记者 张爽

通讯员 杨志强 ) 端午节假
期，本报小记者们渡过了一个充
实而快乐的假期。6月1日，本报与
滨州市阳光青少年科学俱乐部联
合举办的小记者走进蝶园活动，
让百余小记者们不仅玩得开心，
还学习到了不少有关蝴蝶的知
识，让正处于假期中的六一儿童
节更加有意义。

6月1日六一儿童节当天，在
滨彩蝶园里，小记者们和蝴蝶一
起渡过了一个快乐的节日。“哇！
好多蝴蝶呀！还有蓝色的，好漂亮
呀！”“蝴蝶飞到我的衣服上了，快
看呀！”……在蝴蝶温室大棚里，
来自世界各地饿的蝴蝶飞舞在花
丛之中，小记者们不时发出一阵
阵惊呼。

发现花丛有不少死去的蝴
蝶，小记者们很是奇怪，“阿姨，这
里有个蝴蝶死了，怎么办？”小记

者王彤宇指着落在一边的蝴蝶问
工作人员。“因为蝴蝶的生命周期
只有两周，所以他们要尽可能的
在这个时间里完成繁殖的工作。
这些死去的蝴蝶完整的可以制作
成标本，不完整的可以将它的翅
膀做成蝶翅画，就像你们刚才见
到的那些工艺品一样。”听完讲解
员的解释，不少小记者开始自发
收集已经死去的蝴蝶，将它交到
讲解员的手中，希望可以让这些
蝴蝶继续它们的价值。

据了解，滨州市阳光青少年
科学俱乐部是面向全市青少年开
展多层面科学传播活动和科教学
术交流活动的社会组织，旨在激
发青少年热爱科学、崇尚科学的
热情，提高青少年科学素质，培养
科学道德、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市阳光青少年科学俱乐部成立以
来，发展迅速，已拥有滨州城市规
划展示馆、滨彩蝶园、碣石山地震

与火山博物馆等科学活动基地和
会员单位22家，优秀科技辅导员
62名，将成为滨州市青少年科学
活动的重要平台。

本报6月3日讯 (通讯员 安
蓬勃 记者 阚乐乐) 5月31日
至6月2日，山东鲁滨首饰有限公
司举办了儿童书画大赛和儿童歌
唱大赛，陪孩子们过了一个有文
化元素的节日，家长们表示对孩
子成长很有意义。

1日，来自鲁滨首饰公司以
及城区各大幼儿园小学的60余
名小朋友在家长的陪伴下来到
黄金大厦，顿时活动现场成了孩
子们的快乐海洋。据了解，本次
歌唱大赛的节目都是孩子们自
己编排、自己购置衣服、自行组

建团队参与的，参赛形式上也很
多样，歌伴舞、诗朗诵、曲艺小品
都被小朋友们演绎了出来。孩子
们全情投入的准备和演出赢得
了现场的掌声和喝彩。“山东鲁
滨首饰有限公司想通过举办这
次活动，为孩子们搭建了一个展
示自我、锻炼自我的成长舞台，
进一步促进了孩子成长、家庭幸
福，拉近了鲁滨与社会、与每个
家庭的距离，同时，鲁滨首饰各
分店推出宝宝系列活动、浓情端
午亲情回馈活动，将为人们送上
一顿丰富多彩、意义非凡的节日

大餐。”鲁滨金店的相关活动负
责人表示。

此外，自5月25日开始征集的
“让梦想飞”滨州市少儿美术、书
法大赛也于5月31日举办了颁奖
典礼。此次活动由滨州市群众艺
术馆主办、滨州艺馨美术学校、鲁
滨美术馆承办，国画、书法、水彩、
粉印、动漫等题材广泛、意趣各
异。不少孩子在颁奖典礼后，现场
做起了画，他们拿出手中的画笔、
颜料、色彩，尽情挥舞，动情泼墨，
一板一眼描绘出他们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

六六一一，，鲁鲁滨滨金金店店化化身身快快乐乐海海洋洋
儿童歌唱大赛等活动成功举办

杜颖玥 秦皇台中心学校
陈麒旭 滨州实验学校
马子昕 京博希望小学
张佳琪 滨城区第一小学
杨百灵 滨州经济开发区沙

河小学
任紫航 滨州经济开发区中

海小学
赵怡家 秦皇台中心学校
侯苏琪 秦皇台中心学校
王依帆 滨城区第一小学
张许冉 滨城区实验小学
唐简宁 惠民县第三实验学校
宋佳音 滨城区实验小学
孟凡蓉 惠民县第三实验学校
李睿涵 无棣县第三实验学校
程梦宇 邹平县梁邹小学
张欣彤 邹平县梁邹小学
邹梦菲 滨城区第一小学
穆庭筠 滨州实验学校
刘思宇 滨城区第一小学
郭钰泽 博兴县第一小学
闫一诺 无棣县第三实验学校
范本良 无棣县第三实验学校
尚晨雨 滨州经济开发区中

海小学
任伊凡 滨州经济开发区中

海小学
贾成旭 秦皇台中心学校
马迪婓 秦皇台中心学校
穆泽宇 滨城区实验小学
马宇凡 滨州经济开发区沙

河小学
张明宇 秦皇台中心学校
侯文轩 秦皇台中心学校
袁梦雨 秦皇台中心学校
侯昭君 秦皇台中心学校
赵亚洁 秦皇台中心学校
侯翌臣 秦皇台中心学校
房美佳 惠民县第三实验学校
郝子琼 清怡中学
张子嘉 滨州实验学校
单子书 胜利油田十五中
董书航 清怡中学
刘元昊 清怡中学
陈小诺 实验学校
齐书韵 大高镇第二小学
张雨晴 秦皇台中心学校
王永旺 惠民县第三实验学校
陈诗洁 博兴县第一小学
张玉洁 滨城区实验小学
韩子欣 滨州经济开发区中

海小学
李孟涵 无棣县第三实验学校
卞雅欣 滨城区实验小学
陈佳凝 辰坤美术学校
董奕忻 滨城区第一小学
李晓敏 滨城区实验小学
郭宪文 滨城区第六小学
李心怡 惠民县第三实验学校
李昀哲 惠民县第三实验学校
任宪法 滨州经济开发区中

海小学
张晓雨 滨城区第一小学
张泽丹 滨城区第一小学
魏元山 惠民县第三实验学校
刘佳莉 惠民县第三实验学校
王一茗 滨州实验学校
张舒言 滨州实验学校
王佳硕 高新区中心小学
赵志聪 清怡中学
张子涵 滨州实验学校
张钰湘 高新区中心小学
张艺萱 滨城区第一小学
张怡凡 高新区中心小学
张依诺 无棣县柳堡镇常家

学校
张瑶晗 清怡中学
张文轩 清怡中学
张鸣桐 清怡中学
张俊如 清怡中学
张家瑞 滨城区第四小学
徐昭雨涵 滨城区第一小学

吴优 清怡中学
吴律 清怡中学
邹雨婷 高新区中心小学
王佳怡 滨城区第一小学
王浩喆 滨城区实验小学
唐伟涵 清怡中学
吕雨霏 滨城区第一小学
刘欣琦 滨城区第一小学
姜远镔 滨州实验学校
姜小昕 滨城区第一小学
姜浩冉 滨城区第一小学
黄紫璇 清怡中学
刘思颖 滨城区第一小学
王若楠 惠民县第三实验学校
白璋凝 辰坤美术学校
常雅杰 辰坤美术学校
陈欣冉 秦皇台中心学校
陈展翼 惠民县第三实验学校
程慧洁 辰坤美术学校
程宁子凡 辰坤美术学校
崔舒畅 辰坤美术学校
崔雨菲 辰坤美术学校
代书涵 辰坤美术学校
丁瑞琪 辰坤美术学校
丁奕心 辰坤美术学校
冯一凡 辰坤美术学校
高铭语 辰坤美术学校
高千越 辰坤美术学校
高文頔 辰坤美术学校
高逸宸 辰坤美术学校
高泽寒 辰坤美术学校
耿靖淑 辰坤美术学校
郭刘铭 辰坤美术学校
何美静 辰坤美术学校
胡以诺 辰坤美术学校
贾文萱 秦皇台中心学校
李房睿佳 辰坤美术学校
李贺 辰坤美术学校
李奕轩 辰坤美术学校
李昀哲 惠民县第三实验学校
刘沛霖 辰坤美术学校
刘琪嘉 辰坤美术学校
路晨曦 滨城区第一小学
马衡哲 辰坤美术学校
马郑阳 辰坤美术学校
牟弗成 辰坤美术学校
牛子洋 辰坤美术学校
任凌萱 辰坤美术学校
尚柯潼 辰坤美术学校
史子煜 滨城区第一小学
苏永鑫 辰坤美术学校
孙艺嘉 秦皇台中心学校
孙宇晴 秦皇台中心学校
王翔宇 滨州实验学校
王欣冉 辰坤美术学校
王雅琪 辰坤美术学校
魏英杰 辰坤美术学校
魏元山 惠民县第三实验学校
吴倩怡 惠民县第三实验学校
辛佳芮 辰坤美术学校
信子睿 辰坤美术学校
徐婧语 辰坤美术学校
闫佳瑞 辰坤美术学校
杨申帆 辰坤美术学校
杨申淼 辰坤美术学校
杨世杰 辰坤美术学校
袁嘉琳 辰坤美术学校
媛媛 辰坤美术学校
张家诺 秦皇台中心学校
张若菡 辰坤美术学校
张晓雨 辰坤美术学校
张元旭 辰坤美术学校
张悦欣 滨城区秦皇台中心

学校
张竹湘 滨城区秦皇台中心

学校
赵嘉懿 辰坤美术学校
赵瑞鑫 辰坤美术学校
周硕 惠民县第三实验学校
朱亚楠 辰坤美术学校
朱禹豪 辰坤美术学校
杜凯欣 滨城区秦皇台中心

学校

优秀获奖作品名单（部分）
小学A组(小学1-3年级) 绘画：

为了让孩子度过一个快乐、
童真、有意义的节日，由视界报
纸、万隆投资主办，滨州市关爱留
学协办，视界第一届青少年文化
节于6月1-2日在银座黄河店举
行。

活动联合了乐时教育、麦克
米伦国际教育中心、红舞鞋舞蹈
艺术学校、天道跆拳道、英才教育
培训学校、天天艺术、范氏跆拳
道、百家筝鸣古筝艺术中心、瑞思

学科英语、昱艺少儿美术教育、汪
洋口才学校、风华国乐古筝艺术
等培训学校，此次活动还得到了
爱之源绘本馆、巴迪贝贝高端儿
童摄影会所、森林城堡 茉莉花
香简约韩式家具、金鼎健身、巴巴
爸爸儿童摄影、小海豚图书、滨州
星光天地影城、欢乐岛儿童主题
乐园、易视顿滨州视光中心的大
力支持。

为了给孩子一个有意义的儿

童节，主办方还特地邀请了山东
综艺节目的主持人王建淼和孩子
们一起放飞了梦想的气球，并且
提供了免费的视界寻宝、运球投
篮、涂鸦、气球城堡等游戏让孩子
在游戏中获得快乐，还能得到奖
品。现场还布置了百米画卷，让孩
子们尽情挥洒自己的想象，抒发
自己美好的梦想。伴随着游戏的
玩耍还有好看的文艺演出，让孩
子们尽情的享受童年的快乐。

六六一一欢欢乐乐多多，，快快乐乐、、童童真真把把节节过过

怎样让蝴蝶来到我的手上。

本报讯 5月30日上午，滨
城区第六小学举行了庆“六·
一”大型才艺展示活动。本次活
动学生全员参与，体现了“我的
六一我做主”活动理念。让全体
学生都充当主角，做节日活动
的主人。

活动中，“庆六· 一”书画
展及社团成果展活动是本次活
动的亮点。各种各样的作品，以
及科技社团的水上舰艇大赛、
航模比赛、艺术队的呼啦圈比
赛等，不仅饱了眼福，也让孩子
们过了一个有意义的儿童节。

这次活动，让孩子们真正
享受到了节日的快乐，并通过
爱心义卖、书画社团成果展示
等诸多活动增强了学生乐于助
人、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的美好
心理体验。

(通讯员 张绍军 刘爱俊)

我的“六·一”我做主

校 园 短 波

剩余名单将陆续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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