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开阔阔小小眼眼界界 下下笔笔如如有有神神””
本本报报5500余余名名小小记记者者赴赴一一场场心心灵灵之之约约

本报威海11月23日讯(记者
李孟霏 陈乃彰 通讯员

张丽荣) 19日上午，本报50余
名小记者在威海九中阶梯教室
齐聚一堂，聆听了一场关于心
灵之约的讲座。本报特别邀请
了威海九中语文高级教师、威
海作协会员、少儿科普及儿童
文学作家张丽荣老师为小记者
进行了讲座。在记者简短的开
场白之后，张老师从多个方面
深入浅出地给孩子们上了一堂
培训课程。

张老师告诉大家，要想练
好写作，需要掌握四个基本的
技巧，那就是敏锐地感知世界、
即时地捕捉素材、为了表达而
写作、持之以恒地艰苦努力。

一开始，小记者们还有些
懵懵懂懂。很快，张老师便开始
运用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和感
悟，引导大家循序渐进地走进
写作的殿堂。

“小记者们，今天天气很
冷，你们来的路上注意到树叶
了吗？”

“注意到了！”

“和之前相比，树叶有什么
变化呢？”

“树叶都发黄了。之前还是
绿色的。”

“大家想想，这种变化像什
么呢？”

“像人的一生！”小记者们
不约而同地回答。

听到小记者们的回答，
张老师继续说，我们生活在
校园里，很多同学只是来去
匆匆，但很多细心的同学会
发 现 校 园 里 处 处 充 满 了 乐
趣，这告诉我们要有一双会
发现的眼睛。

除了要有一双会发现的眼
睛外，小记者们也要有一颗懂
得感悟的心灵。张老师继续问
大家，“你们都见过蝉吗？见过
折断翅膀的蝉么？”

“见过，我还亲手弄断过
呢！”

“那你当时心里怎么想的
呢？”“就觉得好玩了！”

“那你有没有想过因为你
的行为，蝉以后可能再也不能
飞翔了呢？”

“没想过……”小记者默不
作声了。

这时候，张老师说，有一个
同学就写了一篇文章———《折
翼的蝉》，她在文章里写到：蝉
的翅膀没了，就像人没有了双
腿，它以后再也不能走路了，它
遇不到喜欢的“人”了，它失去
了方向……

“你看，我们除了要有一双
会发现的眼睛，也要有一颗善
良的心灵，”张老师说，当文章
能够真正表达作者的思想、能
够真正触动读者的内心，这样
的文章，才会充满灵性，才会打
动人心。

作为一名优秀的少儿科
普、儿童文学作家，张丽荣从
2 0 1 1年起，创作了校园小说
《初四九班的故事》、动物小说
《藏羚羊朵妳的故事》以及童
话长篇系列《快乐幸福猪淘
淘》等多篇优秀的儿童文学作
品。

2015年，《灰兔一直在等
我》凭借丰富的想象力极其诠
释的美好的人生意义，获第五

届信谊图画书决审入围奖。
2016年，《重要的是，房子一直
在长高》又凭借强烈的故事张
力从270余篇作品中脱颖而出，
获得第六届信谊图画书奖决审
入围奖。

讲座的过程中，张丽荣老
师也跟小记者们分享了自己创

作过程中的趣事和思考方式。
小记者们认真地听着，记着，不
时地和张老师交流着，乐在其
中。

最后，张老师告诉大家，只
有用心观察、用心体验、用心读
书、用心写作，才能成为一名优
秀的小记者。

““全全脑脑之之星星””决决赛赛 威威海海独独揽揽1111个个大大奖奖
威威海海悦悦阅阅乐乐儿儿童童益益智智中中心心独独获获两两项项专专业业认认证证

本报11月23讯(记者 李孟
霏 陈乃彰 ) 日前，第三季

“Keylight全脑之星总决赛”在
西安举行。作为威海的独家承
办方，威海悦阅乐儿童益智中
心在经过近两个月的选拔之
后，选出的11名小选手远赴西
安参加决赛。小选手不负众望，
纷纷获奖，其中获得记忆组亚
军2名，季军2名；记忆组、智能
组、迷宫组7名最具潜力奖。

本次大赛由西安、澳门、北
京、威海等20多个城市近1500
名选手当中，经过预赛、复赛、
本地复赛和总决赛最终选出90
名选手。

比赛过程中，威海的小选
手们一鸣惊人，获得了良好的
成绩。

在成绩之外，有家长们的
努力，有孩子们的拼搏，更有悦
阅乐的努力付出所搭建的平
台。

正是因为在大赛中取得的
优秀成果，悦阅乐儿童益智中

心获得了两项专业认证，一是
keylight全脑之星大赛指定训
练机构，二是keylight全脑教育
产业联盟成员单位。

此次活动中，也涌现出了
一批威海的“最强大脑”萌宝，
虽然听上去是一场脑力的角
逐，但更是一场“全人格”的自
我完善。

家长们有话说：

王浩铖家长：

2017年1月，经朋友介绍，
结识了幼儿全脑，并爽快的报
了两年的课程，接连上了幼儿
全脑和幼小衔接课程，半年后，
巧遇全脑之星大赛。在这个比
赛的过程中，我和孩子都收获
了很多，不仅有方法上的进步，
还有意志上的磨砺，更有心态
上的转变和挑战自我、超越自
我的勇气和坚强。

从一开始哭泣没有自信，

到后来在大舞台上拿到奖杯和
证书，以及全家眼中闪烁的喜
悦，我渐渐觉得，我与儿子并肩
奋战的同时也懂得了欣赏孩
子，相信孩子，无条件的接纳孩
子的情绪，培养了耐心、坚持和
毅力，建立了深厚而亲密的母
子关系；爸爸也感受到了相信
的力量，更懂得了欣赏孩子的
重要性，给孩子足够的关爱。

“家长才是最棒的全脑专
家”，努力当上“神队友”。因为
孩子的每一个进步都离不开家
长的陪伴和引导，孩子的坚持、
勇敢有时更是家长的坚持和勇
敢的体现！

潘奕达家长：

潘奕达三岁多从早教中
心出来直接就来到了悦阅乐，
起初只是借书，老师介绍课程
也没大感觉，试听后首先觉得
老师真的很好，馆里的老师们
都热情，敬业，专业，这点不是
所有早教中心都做的好的，所
以从报一门课开始就一发不
可收拾一直上到小学，受益颇
多。

这次参加全脑之星大赛
也是抱着试一试，锻炼一下孩
子的态度报的。事实证明，这
样一次比赛的经历对孩子是
有非常大帮助的。初赛时达达
遇到困难赛场直接躺椅子上
放赖，全程不配合。复赛再到
全国总决赛同样遇到困难但
他可以比较镇定，并很快调试

过来完成比赛。
比赛结束收获最大的不是

结果而是这两个多月以来的点
点滴滴。感谢悦阅乐所有超辛
苦的老师们，不仅辅导孩子还
不断做家长的工作，让分分钟
就发飙的家长冷静下来，鼓励
我们一直坚持不放弃，在孩子
关键时期拒绝练习时可以和颜
悦色的陪着孩子一起玩耍，相
信孩子。

李奕霖家长：

奕霖是从两岁多点开始学
习全脑课程的，在小宇老师的
陪伴下，她的学习能力得到了
显著的提高。记忆力明显表现
出了优势，从幼儿园开始经常
得到老师的表扬。现在升入了
一年级成为一名小学生，各方
面能力略强一些比如：第一批
加入少先队、得到校长喜报、被
评为美德少年等，自信心得到
了提升。

首先，注意力越来越集
中，思维活跃敏捷。刚上小学
一个多月后老师在家长群表
扬奕霖上课发言积极，思维活
跃。

其次，学习能力得到提高，
有了挑战学习中困难的决心，
遇到难题能迎刃而上不轻易放
弃。第三，记忆力好了，学习积
极性更高了。非常愿意去上各
种兴趣课外班，奶奶经常问上
这么多课不累吗？奕霖总是说，
奶奶，上课不累呀。偶尔有事要

请假一节课，她都非常不愿意。
第四，时间管理能力强。

薛子淇家长：

我能说起初参加《全脑之
星》比赛是我期盼已久的事
吗？因为在孩子大概2岁半左
右就开始在威海悦阅乐中心
上全脑课，一直到现在6岁。学
了这么久是否可以通过这样
的比赛能更好的验证一下孩
子的真正实力呢？所以当《第
三届全国全脑之星》海选招募
时，我就积极的带孩子去中心
报名参加，儿子也主动的选择
参加两项(智能和记忆)。10月
28日西安总决赛时，当裁判员
铿锵有力的宣布“薛子淇，所
有答题都正确无误，无犯规”
时，我已瞬间变成迷妹，崇拜
这个小家伙，能在这样的大舞
台，如此淡定，沉着，冷静，泰
然处之的应对这一切，让妈妈
着迷，更值得妈妈学习！最终
他也如愿以偿的拿到了梦寐
以求的人生中的第一个奖杯
――全国总决赛记忆组亚军。

速读
日前，皇冠中学掀起学习

贯彻十九大精神热潮。
于闪娜

近日，市关工委走进长峰
小学开展调研活动。

王之伟
近期，长峰小学开展了丰

富多彩的社团活动。
薄亚琼

近日，长峰小学乒乓球队
在经区第七届全民健身运动
会上勇夺佳绩。

孙丹
近日，长峰小学第四届

“本根体育节”开幕。

薄亚琼
近日，明珠小学举行首届

“本真少年”足球赛。
徐雪

近日，明珠小学开展“千
名教师访万家”活动。

邹燕妮
近期，青岛路小学积极开

展教师社团活动。
李艳霞 杨文雅

日前，荣成第三十七中学开
展预防校园欺凌主题教育活动。

王艳丽
近日，青海门源三中相关

教师到凤林学校交流学习。

沈正彭
近期，新都中学开展了诚

信校园“四个一”系列活动，引
导学生讲诚信。

林凯
近日，环翠区举行学习习

惯养成教育成果展示及交流
研讨活动。

夏克花 张伟伟
近日，枣庄校长团来新苑

学校参观学习。
文波

近日，“丰巢”智能快递柜
终于在新苑学校安家落户。

陈曦

近日，威海第十三中学举
行读书节启动仪式。

鞠晓娜
日前，荣成九中开展安全

法制教育大讲堂活动。
王小梅

近日，经区实验小学组织
师生来到经区消防大队参观。

孙文静
近日，桥头小学举行“关

爱留守儿童导师结对”仪式。
宋修龙

近日，新都小学召开全体
学生家长面对面读书交流会。

丛秀娟 徐韶尉
近日，经区实验小学开展

了家长开放日活动。
丛红艳

近日，经区实验小学邀请
市教研中心赵萍老师和经区
教研中心副主任姜艳华进校
听评课指导。

张肖杰
近日，环翠楼街道杏花村

社区党总支组织辖区内的党
员观看《榜样》视频，向视频中
的榜样们学习。

王素平
近日，古寨协作区邀请外

教进课堂，让学生体验原汁原
味的美语。

徐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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