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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3 日下午，第六届
尚潮汇大学生时尚周发布
会在郑州举行，美女、鲜肉
大学生“秀”穿搭、展才艺，
吸引了不少人围观。随后
一个多月内，百余名大学生
将 围 绕“ 穿 搭 ”主 题 展 开

PK，主办方将为表现优秀的
选手提供时尚创业扶持“大
礼包”，总价值数十万元，其
中包括商业计划制定、门店
选址落位、设计装修、铺货
营 销 等 。 记者 牛洁
通讯员 田圣君 文图

告别童年 致敬青春
郑州一学校350名学生集体过14岁生日
□记者 樊雪婧 通讯员 秦佳佳 文 记者 张琮 摄影

告别金色童年，畅想青春梦
想。5月10日上午10时，黄河科
技学院附属中学八年级十四岁集
体生日典礼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
开帷幕，千余名师生及家长陪伴着
350名八年级学生共同见证这一

时刻。
典礼上，黄河科技学院董事长

胡大白深情寄语学子们，十四岁要
学会感恩，感谢悉心抚育自己的父
母，感激生命中给予温暖的人；十
四岁要怀有梦想，并通过坚持不懈

的努力来成就；十四岁要学会承
担，用自己的行为告诉大家“我真
的长大了”。

摘红领巾、宣誓加入共青团，
面对共青团旗，少年们庄严地举起
右手，一字一句许下承诺。活动
中，最让学生们意外的是家长和老
师的礼物。在音乐厅的灯光暗下
后，家长代表推着生日蛋糕走入会
场，瞬间就引爆了全场，孩子们欢
呼着鼓起掌来。在生日歌中，点蜡
烛，许心愿，350名八年级学生一
同许下生日的愿望，并为之奋力拼
搏。

随后，教师们的配乐诗朗诵让
现场气氛达到了高潮。“若你是塔
里木盆地，我就是太平洋的水汽，
我翻山越岭跋山涉水，只为滋润
你”，多位教师从各自执教科目的
角度，为现场师生们朗诵，从语文、
数学到英语，也有地理、物理和美
术，一句句诗记录着师生的收获与
快乐，激励同学们把握现在、脚踏
实地，走好青春路。

外省学校取经郑州“特色课堂”
5月10日，福建莆田二中教

师一行来到郑州47中参观交流。
郑州47中教师“零保留”分

享，高效的课堂使得来访教师极
为赞赏，尤其是大数据背景下的
试卷讲评课给莆田二中的老师
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之相
辉映的是，郑州47中学生积极参

与课堂的热情，大胆自信的展
示，准确到位的点评，以及课间
操时间表现出的朝气蓬勃都赢
得了一致好评。

课后，两校教师共聚一堂进
行教育教学工作中的经验交流，
讨论气氛热烈。

记者 谭萍 通讯员 孙淑艳

书法比赛
规范汉字书写

书法是我国悠久的传统文化
艺术，为传承并弘扬这一优秀传
统文化艺术，规范学生书写的良
好习惯，5月10日下午，郑州市文
化路一小举办了以“传承中华文
化，规范汉字书写”为主题的书法
比赛。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此次规范汉字书法比赛以古文诗
词等内容为主题。当日，随着舒
缓的音乐响起，文化路第一小学
的全体学生正确握笔，端正坐姿，
凝神聚气，用心书写着每一个笔
画、每一个汉字。

文化路第一小学一直将书写
贯穿于学生的整个小学阶段，平
时的重视和引导为本次汉字书法
比赛奠定了有力的基础。学生们
所写作品笔画流畅，横平竖直，结
构匀称，整体美观，在短短的二十
分钟内，呈现出了一篇篇优秀的
作品。在抽测环节，获得了巡视
教师的啧啧称赞。

据了解，这次书法比赛活动
的成功举办，为学生们提供了一
个展现自我风采的平台，更激发
了学生对书法课程的浓厚兴趣，
学校也将以此为契机，带动全校
师生掀起学写规范字、传承中华
文化的热潮。 记者 赵腾飞
通讯员 邵莉 常丽霞

小创客走进科技馆
为了开发学生的创造力，培

养学生的创客精神，郑州市金水
区文化绿城小学结合创客嘉年
华活动，5月10日、11日，组织数
百名学生到郑州市科技馆进行
参观学习。

同学们参观了科技馆的三
层主体建筑，展厅内分设十六个
展区，共有 200余件(套)展品。
同学们在这里了解到关于自然、
声学、数学、光学、生命科学等26

个门类的基础学科及应用技术
学科的知识。这些展品具有较
强的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艺
术性和参与性。

“本次参观活动，向学生宣
传、普及了科学知识，倡导了科
学精神，培养了科学兴趣、科学
思维方法和创新能力。相信同
学们的创新能力会得到进一步
培养！”该校负责老师表示。
记者 赵腾飞 通讯员 常罗文

防震减灾演练 师生学习自我保护
5月10日上午，郑州市金水

区农科路小学开展了以地震逃
生和人员疏散为内容的应急演
练，全校师生3000多人参加。

上午10点55分，“警报”响
起，负责楼道、楼梯安全的安全
员迅速到位，当堂教师转而成为
教室演练负责人，迅速指挥学生
躲到课桌下，尽量蜷曲身体，降
低身体重心，并将书本置于头
顶，防止砸伤头部。30秒后，“地

震警报”信号停止，演练负责人
带领学生迅速离开教室，双手顶
着书本，从不同楼道井然有序地
疏散到操场。

据了解，此次演练活动，是
该校2017年“防灾减灾周”系列
活动之一，此前学校已先后开展
了安全常识培训、急救常识、救
火演练等多项活动。

记者 谭萍 通讯员 陈姜明
李广霞

校园热土 生命出彩
5月11日下午，郑州市

高新区外国语小学举行了
2016~2017 学年上学期校级
出彩人物颁奖仪式。表彰
了 57 名“出彩学生”、28 位

“出彩家长”、8 位“出彩教
师”和 1 位“出彩员工”。家
长代表夏平表示，高新区外

国语小学的热土上，将会有
更多的生命出彩！校长刘
娜总结说，出彩的精神将在
高新区外国语小学生根发
芽，相信不久的明天，一定
会结满硕果！记者 牛洁
通讯员 毛琳琳

校园里来了消防员

5 月 12 日是防灾减灾
日，由郑州市中原区人民防
空办公室、郑州市中原区教
体局主办的校园防空防灾
疏散演练在郑州市中原区
桐淮小学举行。“发生地震，
请大家紧急避震！”学校拉
响警报。随后，孩子们有序
撤离教室，在学校空旷地集

中 。 另 外 ，一 名 学 生“ 被
困”，老师和医护人员将其
救出。随后，老师清点人
数，宣布警报解除。当天，
郑州市中原区消防大队官
兵向孩子们展示了消防车、
消防工具的使用方法。
记者 牛洁 通讯员 赵剑

做支口红给妈妈
近日，郑州市惠济区香

山小学举行了“母亲节口
红 DIY”课程，孩子们通过
亲手制作口红，表达对母亲
的爱意。老师先给孩子们
介绍了母亲节的起源，并鼓
励孩子们在节日当天为妈
妈朗诵一首小诗。随后，老

师分别从口红的种类、色
彩、物料等方面进行了讲
解。孩子们认真完成每一
道程序，不一会儿，口红成
功出炉！孩子们小心翼翼
地将它装进包装盒，附上祝
福，带回家送给妈妈。
记者 牛洁 通讯员 阎鑫

郑州上演大学生“时尚秀”

诗词大会上演“校园版”
5月10日，郑州市惠济

区东风路小学五、六年级全
体语文老师进行了“遇见诗
词，读出诗情”大赛。首先，
抽签背诵，老师们个个当仁
不让。现场，还开展了“飞
花令大比拼”，伴随音乐，老
师们时而激昂，时而轻柔，

献上一首首美丽的诗词。
紧接着，老师们分组选取代
表，在黑板上进行板书，一
首首绮丽的小诗跃然“板”
上。最后，老师们针对活动
进行了交流。 记者 牛洁
通讯员 郝秋雨

浓情五月 感恩母亲
近日，郑州高新区八一

小学举行了“浓情五月天，
感恩母亲节”活动。第一个
环节是以母亲节为主题的
演讲比赛，四一班学生刘睿
聪表达了对妈妈的祝福，感
动了每一位老师；蒋璐娟老
师的演讲，使全校师生明白

了，没有阳光，就没有温暖，
没有父母，就没有自己。下
午，中队辅导员给孩子们布
置了特殊的家庭作业——
帮妈妈做件事，感受父母的
辛苦。
记者 牛洁 通讯员 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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