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次别开生面的足球课
□大河报小记者、郑州市二七区齐礼闫小学三（2）班 关牧萱

我爱运动，爱足球，一直梦
想有机会向欧洲教练学习球
技，5月13日，我以小记者身份
参加郑州市Awake. AC米兰
青训营活动，梦想就要实现了，
别提我有多高兴了！

一大早，我按照大河报的
要求，来到郑州五中东门，8
点，学校刚一开门，穿着红马甲
的小记者像一只只小豹子，飞
奔向绿茵场。

8:20，两名外籍教练来到
球场，在两名中方助教的协助
下，大声招呼小记者们集合。
教练把我们分成两队，我参加
第一队的活动，第一个游戏项
目有点像我们平时玩的“耍猴”
游戏，三个人一组站成一条直
线，其中一个防守球员站在中
间，另外两个进攻球员分列防
守球员前后，持球进攻球员通
过快速左右移动，晃过中间防
守球员，把球交给站在防守人
员后面的另一个进攻球员，如
果持球进攻球员被抓住，那他

就变成防守球员了，这样轮流
进攻、防守。我东晃晃、西晃
晃，把防守球员晃得找不着北，
玩得不亦乐乎，一旁的外籍教
练对我竖起大拇指，对我说：

“Very good！”接下来的几个
游戏，我们玩得更加开心，仿佛
我们不是在踢球，而是在足球
的殿堂里充分享受快乐。后
来，我跟教练玩一对一攻防游
戏，教练球技高超，一个“踩单
车”动作轻松过掉我，他有时还
将球挑起，人球分过，把我耍得
团团转。

10:00，采访环节，现场气
氛热烈，我们用英语给外教提
了不少问题，我们愉快地交流，
美中不足的是外教的话我不能
全部听懂，有时需要借助翻译，
看来我的球技和英语水平都需
要提高啊！

10:20，训练活动结束，这
次活动我不仅学到了踢球技
术，还能在运动中用英语与外
教交流，真是一举两得！

铁锹创造的历史
□大河报小记者、郑州市管城区东关小学四（3）班 岳伯浩

车过中州大道，我瞥了一
眼窗外，竟然不相信自己的眼
睛了：水天一色，波光潋滟，杂
花生树，弱柳扶风，仿佛来到
了江南水乡。爷爷笑着说，我
们到东风渠了。啊，这里就是
东风渠啊？我迫不及待地跳
下车，奔向东风渠。

东风渠水面开阔，碧波荡
漾，一座座风格各异的桥梁飞
架南北，犹如长虹卧波，更衬
托出东风渠的浩大气势。两
岸护栏外各有宽阔平坦的通
道供人观赏，紧靠通道，杨柳
依依，柔条扶风，倒映水中；堤
岸倾斜向上，各种我说不出名
字的灌木铺展着，点缀有色彩
斑斓的花卉；堤顶高大的广玉
兰、松柏等遮天蔽日，曲径通
幽，绿荫丛中长椅石凳，供游
人休憩。我和爷爷坐下小憩

时，我发现，这里异常幽静，不
像市区河道那样喧闹嘈杂，是
一个难得的或休闲或读书的
绝佳去处。

“这里太美了，我都陶醉
了！”我禁不住赞叹起来。

爷爷突然说：“这是我们
这一代人献给历史的一宗大
礼。”

“什么？”我不解地问，“你
是说，东风渠是你们开挖的？”

爷爷深情地点点头：“是
的，是我们这一代人五十九年
前，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凭着
一双双手，用铁锹一铲一铲挖
出来的。”

我惊诧异常，又无限敬
佩。这么大一项工程，没有挖
掘机，没有推土机，用极原始
的工具去创造，可歌可泣！

指导老师 张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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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密市溱水路小学五（5）班 许多娇

第一次见到刘老师的时
候，我就有一种感觉：这个学
期注定会不平凡。她身材匀
称，标致的脸上又有几分威
严，站在讲台上，不时用严厉
的目光扫视全班。台下的同
学想必都和我一样，动都不敢
动，战战兢兢，服服帖帖。

第一节数学课，刘老师拿
着一支粉笔，在讲台上大跨
步，长长的裙摆随风飘动。她
的声音沙哑而富有磁性，一两
句的点拨就轻而易举地解开
了我们的困惑，简单的数字在
她手下变幻无穷，美妙神奇。
可她讲课时的眼神却严厉得
令人心里发虚。突然！她的
眼神直接投向了一个正在抠
手的同学！那位同学先是一
惊，随即正襟危坐，目不斜视
地看着黑板。看到课堂上调
皮捣乱的同学，刘老师的眼珠
子像被肚中的怒火烧得快要
蹦出来一样，眉毛凝成一条上
扬的曲线……无需多言，捣乱
的同学立刻收敛起来，其他同
学一动也不敢动。片刻寂静
之后，刘老师又扭过身体继续
板书，声音更加铿锵有力。

就这样，几十个日日夜夜
过去了，每天面对刘老师严肃
脸庞的我们也不再抱怨，不敢
疯狂了。直到期中考试过后，
我们才发现刘老师确实厉害：

我们班的数学成绩全区第
一！那天课堂上，刘老师喜上
眉梢，高兴得像个孩子，时而
又绷着脸，眨巴着眼睛，缓缓
地说：“我们要更加努力，期末
争取考得更好！”

曾经有一周时间，我们的
语文老师因事休假，课没人
上，教室顿时热闹非凡，每个
人脸上都泛着自由的红光。
刘老师没办法，自己一人扛起
了这个班级，一周都是数学
课，从没听见她喊苦喊累。

转眼间，冬去春来，刘老
师和我们相伴快一年了。我
感觉她更像妈妈了，她生活上
对我们照顾得很周全，哪天谁
值日回家晚了，哪天天气不好
要注意保暖，她都会特别交
代。刘老师不仅是我们的班
主任，还是我们的年级主任，
难以想象，工作这么繁忙，还
要照顾家庭，她是怎样挤出这
么多时间来关心我们的！她
经常鼓励我们：“我们平常学
得累，但临近期末，还要像平
常一样努力。”

学习生活还在继续，刘老
师就像朝阳一样，每天都会准
时出现在教室门口。我常常
想，遇到这样的老师，还真是
我们的幸运，如果有一天不教
我们了，我一定会想她！

指导老师 赵会延

英雄榜样

我心目中的英雄
□大河报小记者、鹿邑县真源中心小学六（5）班 郭馨水

我心目中的英雄是默默
付出的民警叔叔。“英雄”两个
字代表着神圣、光明、保护人
民财产利益、尽量避免不必要
的伤害，我心目中的民警就是
这样。

当听到我们要去零距离
接触公安民警时，我无比高
兴。在民警培训基地，民警叔
叔教了我们如何使用警棍、紧
急情况应该怎样逃脱、他们在
抓捕坏人的时候是怎样做的
等，可精彩了。

在采访环节，我知道了为
积极推动战斗力倍增计划，大
力提升全体民警的履职能力
和警务技能水平，从4月22日

起，鹿邑县公安局开设了警务
技能大练兵培训班，通过一系
列的培训，增强了体能素质，
提高了法律业务知识水平和
武器警械的运用能力，强化了
自我防护安全意识，激发了广
大民警的职业归属感、荣誉
感，增强了公安队伍的凝聚
力、向心力、战斗力，树立了鹿
邑公安严格、规范、文明执法
的良好形象。

采访结束后，我们依依不
舍地向民警叔叔再见。

开心周末

游玩
□大河报小记者、郑州市伊
河路小学南校区二年级月亮
班 陈宜欣

一个星期六，我和爸爸
在美丽的万锦城参加了亲子
游园活动。

首先，我们来到了投篮
游戏区，按下开始键，我们就
飞快地抱起篮球，投向篮筐，
一个篮球刚出手，我们就抱
起下一个赶快投出去。我想
得高分，就跳起来投球，一不
小心，我的球撞到了爸爸的
球，丢了一分，在30秒之内，
我得了16分，成绩还不错。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飞
镖区，每人领了5个飞镖，我
接连投了两个最高分，比我
爸爸投的分数还要高呢。

最后，我们来到了模拟
开车区，我坐上了汽车，用脚
踩下油门，面前显示屏上的
汽车就缓缓开动起来，我不
停地转动方向盘，超过了一
辆又一辆车，最后，取得了第
二名的好成绩。

我玩得开心极了，喜欢
这些游戏的小朋友也可以去
玩。

指导老师 郭琪

猫和狗交换工作
□河南省实验中学思达外国语小学二年级 黄晨阳

在农夫家里，养了一只猫
和一条狗，它们相处融洽。

一天，狗觉得看门实在太
无聊，猫也觉得捉老鼠的工作太
危险，于是，它们就想换工作。

交换工作的第一天晚上，
来了一个小偷来了一个小偷。。小偷看见狗在小偷看见狗在
睡觉睡觉，，就把家里翻得一片狼就把家里翻得一片狼
藉藉。。狗醒了狗醒了，，看见小偷在家里看见小偷在家里
翻东西正准备扑过去翻东西正准备扑过去，，突然想突然想
到已经和猫交换工作到已经和猫交换工作，，它想应它想应
该猫去抓小偷该猫去抓小偷，，就又心安理得就又心安理得
地睡了地睡了。。小偷拿出铁棒捶打保小偷拿出铁棒捶打保
险箱时把猫吵醒了险箱时把猫吵醒了，，猫扑上去猫扑上去
咬了小偷一口咬了小偷一口，，小偷小偷大叫一声大叫一声，，
火冒三丈火冒三丈，，拿起铁棒就朝猫身拿起铁棒就朝猫身
上打去上打去，，猫被打晕了猫被打晕了。。小偷趁小偷趁

机拿起保险箱，开着农夫的车
逃跑了。半夜，老鼠出来偷吃
花生米，猫正准备去捉老鼠，但
是想自己已经受伤，就没有去
帮狗。狗发现老鼠在偷东西就
扑了过去，却不小心撞到了桌
子，把一只眼睛撞瞎了。

第二天，农夫回来了，看到
家里一片狼藉就把猫和狗赶出
了家门。

冬天到了，外面大雪纷飞，
猫和狗冻得瑟瑟发抖，这时候
它们才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优点，要取长补短，同心协力，
最终猫和狗找到了新的主人，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指导老师指导老师 陈可平陈可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