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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小记者名校行⑧郑东新区聚源路小学

聚兴趣之源 走乐学之路

□大河报小记者、郑州市金水区文化绿
城小学四（5）班 张开言

在春天里发芽

架起
我们的“桥”
□大河报小记者、郑州师院附属小
学四（2）班 程一纯

郑东新区聚源路小学走廊内各种美丽的展板吸引了小记者的目光。记者 晋远 摄影

精彩选段

“虽然聚源路小学建校时间不长，但
在很多地方比其他小学做得好，再加上
老师的悉心教导和学生的用心学习，所
以聚源路小学取得了一些成绩。”3 月 22
日，郑东新区聚源路小学李校长向前来
采访的大河报小记者团介绍。
在雄伟壮观的教学楼前广场上，身
着粉色连衣裙的小导游韩宝萱自豪地告
诉小记者们：
“聚源路小学建于 2006 年，
获得过许多奖项，被评为郑州市优秀学
校。”
在教学楼走廊里，小记者们看到了
一幅幅典雅的山水画。经过韩宝萱同学
的解释，小记者们才知道这是烙画。走
进烙画教室，同学们正在认真地刻画着
烙画。小记者们情不自禁地想走上去试
一试。孟奕阳同学教我怎么画出深浅不
同的线条。她还告诉我，烙画很简单，先
在木板上用铅笔起形，再用烙笔刻画，基
本上就成了。校长说，之所以让同学们
学习烙画，是因为想把这种民间艺术传
承下去。
参观完烙画，小记者们来到了宽敞
明亮的演出厅。同学们拿着萨克斯、长
笛等乐器整齐地站在演出厅的舞台上，
为小记者献上一场精彩的音乐演出。演
出结束后，我走到一位男同学的身边，问
他为什么要选择学习打击乐。这位叫王
一鼎的同学开玩笑似的告诉我：
“因为我
的牙不齐，所以我只能选择打击乐了，开
始有点不情愿，学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
打击乐既简单又有趣。”据了解，聚源路
小学的管乐团还曾去北京的鸟巢参加过
表演呢，
并且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每个学生都是一块宝石，都有发光
的时候，聚源路小学就是让大家看到自
己的亮光，并点燃心中的火炬。
指导老师 李肖卉

校园消息

导游是个小演员
□大河报小记者、
郑东新区聚源路小学六（7）班 安梦柯
迎着春天的脚步，我们走进了郑
东新区聚源路小学。瞧，
“ 引路人”韩
宝萱来了。她带着话筒，一一向我们
解说聚源路小学的风采。韩宝萱可不

是 一 般 的 小 学 生 ，今 年 她 才 上 五 年
级。可她曾经上过《梨园春》，当过小
擂主，还参加了豫剧电影《焦裕禄》的
拍摄呢。

神奇的烙画
□大河报小记者、
郑州市优胜路小学三（8）班 禄云皓
烙画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
一。烙画是用一个烙画笔烙的。烙画
笔连着一个机器，机器可以调节温度，
温度越高，烙得颜色越深。烙画用的
“纸”是一块木板，烙画笔把木板一点

一点烧焦，这就成了画。烙画老师让
我体验了一下，那是一幅山水画。真
难啊！铁笔的头很难找准位置，老师
告诉我，那个机器上有一个小木片，是
用来试笔的。
指导老师 申中丽

□大河报小记者、郑东新区聚源路小学
六(7)班 张峰
3 月 22 日，大河报小记者来到郑东
新区聚源路小学进行采访。聚源路小学
在郑州东区排名第一，占地 64 亩，38 个
班级，正准备再建教学楼。
小记者刚来到校门口，就听见聚源
路 小 学 的 同 学 在 说“ 欢 迎 大 河 报 小 记
者”。在小导游韩宝萱的讲解下，小记者
来到了教学楼 4 楼，4 楼走廊里整齐地摆
着各种展板，展示的都是同学们的绘画
作品。小记者们在走廊里边走边看，来
到了一个教室门口，教室里的学生正在
绘画，小记者进去问老师：
“ 他们画的画
叫什么名字？怎么跟别的画不一样呢？”
老师和蔼地回答道：
“ 这种画叫烙画，烙
画是用烙画笔在木板上作画，烙画已被
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看完烙画，接下来我们要去多功能
厅看看。”韩宝萱说道，小记者们沿着走
廊一直走，走到尽头下楼，多功能厅就
到了。刚到多功能厅就听到管乐团的精
彩演奏。等演奏完，小记者们纷纷走上
台进行采访。
“你学的是什么乐器？难不
难？”这位名叫王逸飞的小号手告诉小记
者：
“不难，只要感兴趣，学什么都不难。
”
小记者们来到会议厅，老师打开了
班班通，让我们看了些聚源路小学在举
行活动时拍的图片。我最关心的当然是
聚源路小学的新建教学楼几月才能完
工。校长告诉小记者们：
“上级领导保证
10 月底交工。”
现在是春天，春天也是发芽的季节，
希望聚源路小学也在春天里
“发芽”
。

“香”老师

美文欣赏

□郑东新区聚源路小学三（3）班 余悦航
我不喜欢写作文，父母就给我报了个作
文班。我只好硬着头皮去上课。
我走进教室一看，一位年过六旬的老教
师站在讲台前，她身上散发着淡淡的清香。
我不由自主地说：
“好香啊！”
老师笑了，她告诉我说：
“ 我身上喷了在
法国买的香水。”我惊讶地问：
“您去过法国？”
老师说：
“我已经去过 20 个国家了。”
“啊？”我
更惊讶了，真是个见多识广的老师呀！同桌
悄悄地告诉我，这位老师是中学高级教师、金
牌教师、郑州市道德模范，课讲得可好啦。班
上有许多同学的文章经过老师的精心修改
后，都在报刊上发表了。我心中暗想，姜还是
老的辣！
老师虽然年过六旬，讲起课来却像个顽
皮的孩子，常常把我们逗得捧腹大笑。她旁
征博引，妙语连珠，还把她的国外见闻讲给我
们听，我们听得如痴如醉。她不仅讲如何写
作文，还给我们印发了许多资料和范文，我写
起作文来不再发愁。她当堂给我们批改，告
诉我哪里写得好，哪里应该进行修改，我心悦
诚服地点头。我修改后又请老师看，老师不
住地夸我的文章写得好，我听了，心里像吃了

蜜一样。
放学时，老师给我们每人发了一
些她在泰国旅游时买的腰果，我吃了
又香又脆的腰果，心里感到特别甜。
以后每次上完课，老师都会给我们发
一个她在世界各地旅游时带回的纪念
品和糖果。
夏天，她教我们做洗发香波，清香
四溢的气味飘满教室。冬至时，
她教我
们包饺子，
把热腾腾的饺子送给环卫工
人，环卫工人吃着我们包的饺子，不住
地说：
“真香啊！
”
端午节时，
她带领我们
到青少年宫去参加包粽子比赛，
吃着自
己亲手包的粽子，
感到格外香甜……
我们都喜欢上作文课，更喜欢这
位
“香”
老师——翟兰玉老师。
指导老师 魏利杰

“哇！看这张，好别致！”3 月 21
日下午 4 点半，在惊叹声和拍照声
中，郑州师院附属小学“桥家园”摄
影作品展活动在操场上拉开了序
幕。
2014 年初，郑州师院附属小学
与美国、北京、上海等地的小学同步
开展了以“桥·全球教育共同体”为
主题的活动。桥是活动的载体，通
过教育共同体中人与人协同对物理
／地理上的桥的研究来实现人与人
之间桥梁的建设与呵护。2014 年寒
假，郑州师院附属小学布置了一项
特殊的寒假作业，就是在老师的指
导下，与家长一起走进我们身边的
桥，拍下我们眼中的桥。
“桥家园”摄
影作品展就是这一主题系列活动之
一的成果呈现。
操场上摆放着 30 个班精心制作
的展板。每个展板的设计各有特
色。展板上桥的照片千姿百态、五
彩缤纷。有冰雪初融的小木桥，有
桥、房屋、倒影组成的吉他桥，有像
人跳舞的人舞桥，有一眼望不到边
的布达佩斯伊丽莎白桥……这些桥
真让人大开眼界！
“桥家园”摄影作品展只是一个
开始，郑州师院附属小学还将推出
关于“桥·全球教育共同体”的一系
列活动，比如：画桥、写桥、做桥、唱
桥等。通过这些活动不仅能改变学
生们的学习方式和研究方式，培养
探究精神和创新意识，而且能架起
家长、师生、社会之间的
“桥”
。
指导老师 赵杰

“缘”拉近
同学距离
□大河报小记者、北大附中河南分
校高一（1）班 刘明军 喻伟
3 月 24 日晚，北大附中河南分
校高一（1）班的教室里呼声雀跃，热
闹非凡，一场主题为“‘缘’来如此”
的主题班会在这里展开。
晚 8 点 20 分，由同学们精心准
备的班会正式拉开帷幕。班会首先
进行的是“开火车”游戏环节，
“火
车，火车，你去哪里呀！”欢快的节奏
调动了同学们的气氛，在这个游戏
中，如果反应稍有迟钝就会接受“成
长奖励”；紧接着的环节是“成语英
雄”环节，选手们一个根据提示板上
的成语进行绘画，一个看图猜成语，
答题最多、配合最默契的一组同学
可以获得小礼品一份。
随后，班会进入了高潮环节“说
说我的心”，同学们纷纷上台表达自
己对亲情、友情的理解，说出自己的
心声，表达了自己对身边人的感恩
之心。
担任这次班会“导演”的刘明
军同学说：
“这次班会不仅使同学们
放松了心情，拉近了同学们的距离，
而且也让自己在组织这次班会时得
到了锻炼。”
指导老师 毕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