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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装闹钟练动手
□郑州市郑东新区聚源路小学一(6)班 王世勋

晚上，爸爸把
我叫到跟前，找来
一只闹钟，打开后
盖后，把里面的电
线都扯掉了，然后，
用一把螺丝刀把所
有零件都拆掉，再
重新装好。对我

说：“瞧清楚啦，
你来试试。”说

着，把螺丝刀
递给我。

我笨
手笨脚地

拿起螺

丝刀，先把后盖上的螺丝拆
掉，取下后盖。把电池盒、闹
钟开关键、闹钟提把拿下来，
这几样很容易。把前盖拆掉，
因为它是卡在闹钟身上的，所
以这个有点难。然后，把秒
针、分针、时针和定时针依次
取下。最后，把机芯拆下。

装的时候倒过来依次装
上就行了，不过，看起来简单，
其实挺难的。我在装指针时，
就乱了，随手安装，结果怎么
都装不上。咦，我就不信了！
我仔细观察，哦，明白了。四
个指针的眼大小不一样，定时
针的眼最大，安在最下层，然

后依次是时针、
分针，秒针是扣在最
上层的。

爸爸说要有观
察力和耐心，培养我
的动手能力。

我又多了一个
新玩具，好开心啊！

点评：文 字
通 畅 、条 理 清
晰，对于一个一
年级的小学
生来说，
已经很不
错了。

动手实践

快乐校园特殊读物

独一无二
的作文书

我的臭美老妈 有趣的课间

□郑州市优胜路小学五（2）
班 张婧湄

妈妈爱看大河报，因为
大河报上有很多翔实的新闻
和有用的知识；我也爱看大
河报，因为里面经常会刊登
作文。妈妈看到这些作文，
会把那一页挑出来给我。我
就拿一个夹子夹住，每次都
往夹子里夹，越来越多。你
们一定会问：为什么要把它
夹起来？嘿嘿，当然是当作
学习的范文了。不过我夹进
去就没怎么看过，因为报纸
很大，我得把它们一张一张
展开才能找到我要看的。而
且报纸上有油墨，每次都把
我的手弄得又脏又黑。时间
长了，这些报纸就被我打入

“冷宫”，被遗弃在角落里。
于是，妈妈给我找了一

本没用的书，让我把报纸上
的优秀作文剪下来，贴到那
本书上。几页贴一类，第一
页保留着，等全贴完后做一
个目录。有了这样一本书，
就能很快找到需要看的作
文，也不会把手弄脏了。

这本书一共有93页，如
今，我已经贴了28页。其中，
既有学生的故事，又有可爱
的动物；既有健康知识，又有
四季色彩；既有校园趣事，又
有美好梦想……虽然现在贴
的作文还很少，不过我相信
坚持下去，总会积少成多的。

我欣赏着自己做的作文
书，心想：我有一本独一无二
的作文书！

点评：报纸读着不便，能
想到贴到书上，别出心裁。

□漯河市源汇区实验小学三
（2）班 史静怡

妈妈中等身材，顶着一头
金黄色的披肩长发，发尾卷卷
的，那斜斜的刘海，更让她显
得与众不同。

妈妈是个臭美的人。每天
早上，她都要对着镜子照来照
去，抹点水、乳、霜……晚上呢，
她要敷面膜。总而言之，妈妈
整天为自己的脸忙个不停。

那天放学，我回到家，妈
妈正对着镜子摆弄自己的
脸。她冲我招招手说：“静怡，
来看看我的眉毛还好看不？”

“嗯，还可以，不错。”我随
口答道。可妈妈看看镜子，皱
着眉头说：“原来文的眉褪色
了，不好看，怎么办呢？”“妈，
我还得写作业呢，再说，你眉
毛的问题我也解决不了。”我
不耐烦地敷衍着进了房间。

没过几天，妈妈拉着我跟
她去绣眉。美容师操作的时
候，我在一旁看着，觉得妈妈
一定很疼，可她却忍着纹丝不
动，看来是为了美丽不惜代
价。绣好眉，妈妈付了钱。
呀！绣俩眉毛三百多元！我
惊讶地看着老妈，她却若无其
事地说：“女儿，才三百多块就
让你妈这么美丽，值！”哼，不
务正业，小心我告诉爸爸去。

等我告诉了爸爸，想不到
爸爸动情地说：“真是难为你
妈妈了，她是搞销售的，打扮
漂亮，是业务的需要，为了这
个家，你妈也挺不容易的。”

臭美的老妈原来也有这
么多苦衷呀。

指导老师 张景

点评：这篇文章抓住了妈
妈爱美的特点，写了妈妈打扮
的几个场景，也写出了自己不
满的表现。但是结尾笔锋一
转，写妈妈爱美是工作的需
要，是为了这个家，让人感动。

□郑州市纬五路一小四（4）
班 杨丙栏

“丁零零”，下课铃响
了。我和孙琦、李玥、媱媱、
佳宝像小燕子一样飞出教
室，开心地玩起“三个字”游
戏。

我们先来一盘“石头、剪
刀、布”，谁输了谁就抓人，之
后，一场笑得合不拢嘴的“战
斗”开始了。

佳宝来抓人，其他参加
者像一头头野牛疯狂地奔跑
着，生怕自己被抓住。李玥
眼看要被抓住，赶快紧抱双
臂喊道：“1、2、3”，按照游戏
规则，李玥只能站在原地，被
同伴拍一下后才能活动。
我、孙琦、媱媱看到李玥“被
俘”，立刻上前营救，就在媱
媱将要拍到李玥时，佳宝凶
神恶煞地冲向媱媱，媱媱无
奈，只好大喊“1、2、3”，陪李
玥站在那里，我心中更加焦
急。突然，灵光一现，想起一
条妙计，便告诉孙琦：“你先
把佳宝引开，我去救李玥和
媱媱。”孙琦冲佳宝做各种鬼
脸，佳宝果然中计，我趁机救
出李玥和媱媱，大功告成，孙
琦绕了几个大弯后也逃出了
佳宝的魔掌。我们的笑声响
彻校园上空。

“当当当”，上课铃响了，
我们在欢乐的气氛中加快脚
步，跑向教室，像一艘艘鼓满
帆的小船，再次驶入知识的
海洋。

指导老师 胡杨

点评：学习要有张有弛，
课间充分放松，课堂上就能
更加集中精力学习，看来作
者已经学会快乐学习了。

家有辣妈

新年送大礼：
扫微信，赚学费
“关注大河·快乐扫码”
扫大河教育微信赚学费活动即日开启

□记者 赵珊

新年伊始，大河报联合郑
州联大教育集团、晨钟（陈中）教
育集团、大山教育集团、阳光教
育集团，共同推出“关注大河·快
乐扫码”活动，回馈广大读者。

即日起至2月18日活动期
间，读者、网友只要扫描并订阅

“大河报教育在线”和“大河报
少年”微信，报四大教育机构课
程，均给予学费特别优惠。

届时，前去所报教育机构
报名时，手机出示“大河报教育
在线”和“大河报少年”微信，即
可获得相应学费优惠。

优惠幅度如下：
联大教育集团：联大教育

喜迎十五周年庆！扫大河报教
育二维码凭微信即可享——两
人同报1.5折课程巨献活动；连
报 2015 春季课程，还可获得由
联大小洋人、小升初、中学生英
语“三部曲”和联大好明天语
文、新时代理科，共同打造的名
校直升通道宝典。

晨钟（陈中）教育集团：扫描

大河报教育二维码，即可参加“八
校同开”优惠活动。进门即送精
美礼品一份，团报享受“三人同
报，两人免单；五人同报，三人免
单”；单人报最高可享2800元优惠。

大山外语集团：扫大河报
教育二维码即可享，小学、小升
初、中学生报名优惠 8.5 折起，
中学生报一科赠送价值 880 元
的春季课程。另再减50元/生。

阳光教育集团：阳光教育
喜迎十八周年庆！扫描大河报
教育二维码即可享，新生报名
小学生常规课程、小升初、中学
生春季招生（2月1日起）7折起
优惠。另再减100元/生。

操作办法：扫描并订阅上
方“大河报教育在线”和“大河
报少年”微信，将您的个人信息
（姓名、住址、学生年级、联系手
机号）及选报信息（教育机构名
称、校区、具体课程）发送至大
河教育微信（大河报教育在线、
大河报少年）即可。

咨询电话：0371-65795663

回音壁

寒假将到，安全常识不能少
新闻回顾：上海外滩新年踩踏事件让人警醒，寒假快到了，安

全意识不能放假。详见2015年1月12日B03版大河报《教育在
线·关注》

网友“江山”：注意常识，安
全度假。一、监护人做好监护；
二、实时进行安全教育；三、遵
守交通规则（家长做好榜样以
身作则）；四、注意饮食安全；
五、勤洗手，多饮水，远离感冒
避免生病！六、避免跟陌生人
说话！不告知陌生人电话号码
和家庭地址；七、儿童不单独坐
车或远行；八、尽量不单独外
出，如果需要单独出行，必须告
知家长具体时间、目的地及返
回时间；九、远离火源、危险品
及电源等；十、牢记 110、120、
119等并会正确使用！

网友“胡蝶”：寒假中，孩子
最大的安全隐患就是鞭炮，要

告诉孩子安全放炮的方法。
网友“棉花糖@”：寒假马

上就要来临，现在大部分孩子
都是自己在家，因为父母要工
作，没有时间陪伴。安全问题
尤为重要，一定要告诉孩子在
家不乱摸电器，现在好多居民
住的是高层楼，家长一定要装
防护网，以防意外发生！外出
游玩要在院里，不要和陌生人
交谈。如果社区有条件，可以
在一定的时间，组织孩子学习、
娱乐。把安全常识教给孩子，
时时提醒，安全第一。

网友“春澜”：目前孩子内
心很孤独，发挥社区的作用，通
过集体活动提高身心健康。

大学里的知识，工作中会用到
新闻回顾：大学生考试作弊普遍，七成网友坦言曾作弊。详

见2015年1月12日B05版大河报《教育在线·综合》

网友“蓝天白云”：大学生
作弊的现象很普遍，好多学生
觉得大学已经考上了就不那么
用功了，其实参加工作后有些
知识还是在大学学到的。学生

干部应带头不作弊。如果现在
作弊，将来工作用到，再去查
阅，很不方便。考试是对学生
近段时间的检验，可以查出不
足，帮助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