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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之夜 有你才精彩

本报讯 十一假期有没有很
期待的节目，答案肯定是有的！10

月3日，在滨州影剧院广场，星光梦
想城儿童职业体验馆将会举行庆
祝活动，精彩纷呈的节目，好玩有
趣的活动，来迎接每一位到场的怀
揣梦想的朋友。

滨州星光梦想城儿童职业体
验馆是一个仿真的微缩城市，专为
3-15岁孩子们打造的社会实践教
育基地。在体验馆内有完善的城市
金融系统和职业体系，在安全互动
的环境中尝试警察、消防、医生设
计师、新闻主播等七十余种职业，
培养团队意识，并拥有正确的理财
观念，让孩子从中体会到父母的辛
苦，让孩子们玩乐的过程中，认知
社会、品尝艰辛、理解工作、懂的分
享、学会合作、从而培养他们战胜

困难的勇气和决心，提高他们各方
面的修养和素质。

滨州星光梦想城儿童职业体
验馆落户滨州一年时间，得到了不
少顾客的赞誉。据其负责人介绍，
10月3日，星光梦想城儿童职业体
验馆将会举行庆祝活动，届时中央
电视台《金龟子城堡》青蛙王子、毛
毛虫等著名主持人、全国著名童星
阿尔法、歌舞小天后玉娇等众多明
星也会来到体验馆与各位怀揣梦
想的小朋友们一起庆祝。

在一周年之际，星光梦想城特
推出回馈新老顾客活动，办理充值
卡500元赠300元，另赠送特质可乐
杯一个，充1000元赠700元另赠送
周年店庆普通门票一张，充2000元
赠2000元另送周年店庆会员门票
一张，数量有限赠完为止！

蝴蝶艺术节明天就要开幕啦
本报小记者抢票活动接近尾声，要抓紧时间喽

本报讯 滨州首届国际蝴
蝶文化艺术节将在十一期间拉
开帷幕，这对十一出行游玩的
市民来说是个很好的选择。在
滨彩蝶园的蝴蝶艺术节里，不
仅有新奇的蝴蝶，漂亮的蝶翅
画，还有不少好玩的泥塑剪纸，
同时，不少新朋友也将在十一
假期里和大家见面，更多惊喜
等你来发现。

位于黄河十五路与渤海十
一路交汇往西滨彩蝶园科普教
育基地将在十月一日至八日期
间举办滨州首届国际蝴蝶文化
艺术节，届时将会陆续引进2万
多只活体蝴蝶、800多种蝴蝶标
本您不必远游就可以看到世界
各地珍稀奇异的魅力蝴蝶。身
在花丛中，流连于蝴蝶之间，在

这里，你不仅可以欣赏美丽的
蝴蝶，观看蝴蝶放飞、蝶翅画体
验，还有DIY手工制作、创意拇
指画、蝴蝶科普知识课堂，更多
活动让您流连忘返！等等，这些
还不是全部，竹编、草编、泥塑、
剪纸、陶艺、面塑等民间手工艺
术展也会同时展出！新奇、动
手、互动让假期生活一步到位。

另外，本报小记者要抓紧
最后的机会抢艺术节的门票
啦，数量有限，错过了可以没有
机会与蝴蝶为舞，享受视觉盛
宴啦！

抢票方式：
方式一：凭本报小记者证

(有效期内)和刊登本人作品的
报纸(任意一期)到本报领取门

票一张。
方式二：加入本报微信，并

转发(9 . 24)小记者活动信息到
朋友圈，凭截图和小记者证到
本报领取门票一张。

活动期间，凭本报小记者
证(有效期内)均享蝴蝶文化艺
术节团购票价。

抢票时间：9月24日—9月
30日(发完为止)

艺术节活动时间：
2014 . 10 . 1—2014 . 10 . 8

活动地址：滨城区黄河十
五路与渤海十一路交汇往西滨
彩蝶园

咨询电话：3210008
18754398998(抢票)
15550266161 15762177222

本报9月29日讯 (记者 谭
正正 张爽 通讯员 陈晓洁

赵新华) “起来，不愿做奴隶
的人们”“红星闪闪放光彩”……
29日下午，滨城区第四中学的操
场上歌声嘹亮，响彻校园。该校
在国庆节来临之际，举办了全校
的首届合唱节，1066名学生在舞
台上通过歌声表达对祖国的热
爱。

表演以自然班为单位上台
合唱为主要形式，其中每个班级
演唱两首歌曲，《国歌》是初中一
年级的必唱歌曲，而《我的中国
心》是初二所有班级的开唱曲
目，值得一提的是，初三班级的
表演以词朗诵为主要内容，每个

班级深情朗诵《沁园春·雪》感受
祖国的美好风光，激发出全校学
生对祖国母亲的由衷热爱。

在表演的过程中，操场上刮
起大风，随后天上下起了小雨，
然而全校1066名学生用他们更
加饱满的热情继续表演，声音更
加洪亮，响彻整个校园。该校校
长刘春明告诉记者，在国庆节到
来之际，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
教育和激发孩子对祖国浓厚的
感情，对于帮助孩子构建他们心
中的中国梦大有裨益，同时，学
校多组织类似的活动，也可以丰
富学生的学习生活和精神生活。
教育就是要培养具有多面素质
的学生。

亲近自然
校外实践

为了让刚走进小学的孩子们
尽快熟悉新班级同学，增进孩子
们之间的了解，27日上午，滨城区
第八中学小学部14级五班的36名
孩子，在班主任和38位家长的陪
同下，一起走进新滨公园，参加了

“亲近大自然，快乐找朋友”校外
实践活动，通过“自我介绍”、“击
鼓传花”、“传话”游戏、食物分享
等从各个方面锻炼了孩子。

活动后，张子墨的爸爸说：
“孩子刚上一年级，虽然很聪明，
但是太内向。学校和老师开展的
一系列课外活动，给了孩子锻炼
的机会，开发了智力，提高能力，
更好地促进孩子成长！”

本报通讯员 李楠楠 本报
记者 李运恒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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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城区第四中学举办首届庆国庆合唱节

千千余余学学生生深深情情歌歌唱唱祖祖国国母母亲亲

其实一直想写你，但又怕
太矫情。正好最近《同桌的你》
上映，映个景也来一篇。手机
码字很费劲，就将就着看吧。

咱俩从高三分到一起做
同桌，到现在已经四年了。从
一开始见面你看我不顺眼到
现在，走到哪都会觉得咱俩是
同性恋，已经四年了。虽然不
长，也不是发小，但身边发生
的大事小事也算共同经历了。
今晚看你发的说说，心里疼了
一下，得亏我泪点高。微信找
你聊天，其实想跟你说的话很

多，憋了半天说了一句：我会
陪着你。

我会一直陪着你，就像你
陪着我那样。我一直跟别人
说，这辈子除了家人，我最爱
的最感谢的就是你。当我几天
没有跟任何人联系，所有人都
不知道我音讯的时候，你突然
出现在医院的走廊上，出现在
我的视线范围内，那一刻我有
多感动，虽然对我来说那段回
忆并不是美好的，但你对我的
好我会记一辈子。那段时间你
怕我难过，每个星期都会从学

校回家陪我，我其实都懂。当
我在错误的感情中纠缠时，你
生气的想给我两巴掌，却还是
心平气和的劝我。你做的影集
我有时会一遍遍地翻看，每次
看完都笑中带泪。饿了的时候
喜欢去你家，看到你家桌子上
的剩菜剩饭，就当自己家的
吃，也不会觉得拘谨。喜欢你
的爸爸妈妈，他们对我也都非
常好，我真觉得如果咱俩中有
一个是男的绝对成了。从不说
矫情的话但却都懂。

其实扯了半天，还是想告

诉你难过了就跟我说，不开心
了就跟我说，我陪着你呢！

今晚看到一句话笑了半
天：当你的闺蜜又胖了时你会
觉得你们俩友谊更深厚了。形
容咱俩再贴切不过了。

最后我还是决定说一句，
你减不减肥了，你sdeer还要不
要了？冬装很贵啊，你得趁夏
天瘦下来啊。

学生用饱满的激情歌唱。 本报记者 谭正正 摄

““亲亲手手做做的的电电动动陀陀螺螺真真好好玩玩””
小记者走进艾科瑞特机器人教育

本报9月29日讯(记者 李
婷婷 ) 9月27日，本报与艾科
瑞特机器人教育联合组织小
记者活动。小记者们通过各种
零件组装成了电动陀螺，在活
动中既锻炼了手指和大脑，也
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感。

活动开始后，小记者们被
分为两组，分别由学校的两个
老师带队。面对眼前各种各样
的零部件，孩子们显得非常兴
奋。在老师的介绍之下，孩子
们也都知道了零件的作用。在
老师的带领之下，一个由马达
带动的装备渐渐成形。用电线
连接装置，“嗡嗡”的马达声再
次引发孩子们的好奇心。

“陀螺的重心高低会影响
到旋转时间的长短，重心越低
的话，旋转时间越久。”老师为

小记者们传授“秘诀后”，一场
电动陀螺的比赛正式拉开帷
幕。每组参赛的孩子们纷纷拿
出自制的电动陀螺，在家长和
老师的见证下，进行了公平的

“PK”。
比赛有输有赢，但是孩子

们完成对电动陀螺的兴奋感，
完全将比赛结果抛之脑后。一
次简单的科技体验，小记者们
既锻炼了动手能力，又从中亲
身体会到了科学原理。

据艾科瑞特机器人教育
学校老师介绍，机器人活动是
一项交叉学科培养学生综合
实践能力的科技活动，通过机
器人活动可以培养孩子的动
手能力、解决问题能力、规划
一件事情的合理与完整、与人
沟通合作的能力、享受成功培

养自信，并力求使这些能力转
化到孩子学习生活的各个方

面。 为进一步推动学校素质教
育，营造校园文化氛围，丰富师生
校园文化生活，培养学生的艺术
表演力及欣赏能力。25日，在团总
支的倡导下，北城英才学校举办
了缤纷英才--金秋休闲晚会暨
首届“英才之星”颁奖典礼晚会，
同学们自编自演了20多个节目，
有独唱、合唱、舞蹈、小品、相声，
其乐融融。这次晚会取得了圆满
成功，给同学们提供了一个放松
大脑、放飞心情的空间，挖掘了学
生的潜力，调动了广大同学参与
积极性，提高了各班同学的凝聚
力，增进同学之间的感情。通过本
次活动，学校发现艺术教育在校
园内形成了蓬勃发展的势头，呈
现出可喜的局面，更让人欣慰的
是，学校发现了更多的艺术人才，
为学校艺术节开展奠定了良好基
础。

本报通讯员 王海渤 韩朝
辉 本报记者 谭正正 摄影报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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