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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校园小记者站添新成员
郑州市管城区阳光实验小学举行授牌仪式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赵腾飞 通讯员 张杞

5月31日下午，郑州市管城
区阳光实验小学举行“奔跑吧，新
时代的阳光少年”社团展演暨十
佳百优少年表彰活动。活动期
间，举行了大河报校园小记者站
授牌仪式，大河报与郑州市管城
区阳光实验小学结为友好共建单
位，200余名该校优秀学生加入
大河报小记者队伍。

“我积极参加大河报小记者
社会实践活动，遵守纪律，认真听
讲，把所见所

闻写成作文，踊跃投稿，希望自己
的作文可以多多地在《大河报》上
发表！”该校二年级的一名大河报
小记者表示，自己将继续努力学
习、积极参加活动，做一名更好的
小记者。

“我希望加入大河报小记者
的孩子们，可以更自信、更坚强，
深入社会，增长知识见闻，积极学
习，勤于思考，履行好小

记者这一神圣的职责，多宣传身
边的正能量。”该校校长邵伟杰深
情寄语，“小记者们要大胆走出校
园去实践，寻找生活闪光点，勤于
写作、踊跃投稿，用最好的文字展
现自我成长、展现学校的风采！”

大河报教育事业部负责人表
示，大河报校园小记者

站是一个展示自我、提升自我的
平台，是小记者张扬个性、展示才
华的舞台；孩子们通过小记者活
动走进社会、了解社会，在活动中
了解自我，发现自我，提升自我，
为人生打下明亮、多彩的

底色。大河报每年都会提供100
多场社会实践、研学锻炼机会，帮
助大河报小记者培养综合素质，
让孩子们在快乐中健康
成长。

近日，郑州市金水区南阳路
第三小学举行综合素质展示暨
六年级毕业典礼（如图）。

看，精彩的社团成果展示来
了。活力四射的啦啦操、灵动活
泼的舞蹈、古筝连奏……让人看
到了自信阳光的学子形象。听，
悠扬的诵读也开始了。该校
1700 多名学生齐诵《少年中国
说》，将少年人的朝气蓬勃诠释

得淋漓尽致。校本课程展评
活动也在进行中，要选出“南三
十大亮眼课程”。

“养正”课程体系的建设，
关注核心素养，培养学生的综合
能力，此次活动为孩子们提供了
一个展示的舞台，也展现了学校
近年来在课程建设方面取得的
成果。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
者 谭萍 通讯员 白万岭 文图

郑州市金水区南阳路第三小学
小学生展示技艺 综合素质棒棒哒

6月1日上午，郑州市金水区
艺术小学举办了一场以“畅悦润
心艺美筑梦”为主题的文艺汇演。

演出在古筝表演中拉开帷
幕。校园剧《堆雪人》、广西童谣

《月亮粑粑》、啦啦操《花球》等精
彩的演绎，让现场观众倍感惊
喜。演出中最吸引眼球的是舞蹈

《新鞋子》，同学们用舞蹈表达出大
山深处的孩子收到来自大山外面礼
物时的惊喜（如图）。

学校相关负责人表示，校园有了
文化才会有深厚的底蕴，有了艺术才会
有灵动的气质，此次演出体现了学校对
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视。大河报·大河客
户端记者 谭萍 通讯员 海霞 文图

郑州市金水区艺术小学
文艺汇演绽放童心

郑州市金水区文源小学
六一阅读狂欢节 师生同沐书香

近日，郑州市金水区文源小学
举行以“阅享童年·书香传爱”为主
题的庆六一阅读狂欢节。

活动分为童话秀场、读书表
彰、书香传爱三个板块。同学们装
扮成各自喜欢的故事角色，与阅读
机器人打着招呼入校；亲子绘本表
演、课本剧表演，戏曲、啦啦操、小
钟琴等表演，让大家近距离了解该

校“趣之源”课程体系及其他拓展课
程。

据了解，“让兴趣成为学生终身
发展的源泉”是该校的办学理念，其
依据学生年龄特点，通过多彩的活
动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努力把学生
培养成“诚实、灵动、健康、纯美的文
源少年”。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谭萍 通讯员 徐凯

走心式教育 陪伴中成长
河南师范大学法学院陪伴成长计划实

施得怎么样？记者近日采访了该院党委副书
记葛照金，他说：“这个工程不仅获得了教育部
辅导员精品项目的立项，也获得了河南省精品
项目、河南省思想政治工作特色品牌的称号。”

葛照金介绍说，陪伴成长工程于 2016
年正式立项，它要求辅导员把“立德树人”的
根本任务落实到行动上，付出足够的时间、
精力和情感走进学生的学习生活圈子，从而
切实解决学生方方面面的困难。今年，该院
的思想政治建设重点放在党建网格化工程。

“党建网格化工程和陪伴成长工程是相
辅相成的。陪伴成长工程是帮助学生在学习
生活上有所提升，党建网格化工程则是帮助在
思想政治上有所提升，进而塑造出一个人格健
全、品行高尚、学识优良的学生，这是我们的目
标和期望。”在葛照金看来，所有的学生工作都
是为了育人，育人就体现在让学生学识上有提
高，学历上有提升，思想境界上有提高，将来能
更好地做人、做事、做工作。大河报·大河客户
端记者 樊雪婧 通讯员 孟昱含

平顶山市11中：
端午赛诗会 诗情满校园

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建设诗情校
园，平顶山市11中于6月1日举办了第十一届
端午赛诗会。

赛诗会以古诗词校本教材、《三字经》《弟
子规》《增广贤文》等中华经典古诗词为背诵内
容，为期一天。上午举行一至八年级集体背诵
接龙、诗词考级，下午为对抗赛以及颁奖典礼。

“飞花令”、“诗句接龙”、个人背诵才艺展示以及
穿插进行的文艺节目把活动推向高潮。台上的
对抗和演出异常精彩，台下的掌声和笑声不绝
于耳。下午临近6点，赛诗会落下帷幕。大河
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赵腾飞 通讯员 张杨

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一小：
综合素质展演精彩纷呈

6月1日，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一小举行
了“童心向党、幸福成长”六一综合素质展演
暨颁奖典礼。

活动在孩子们的童声合唱中拉开帷幕，
舞蹈《生日快乐》、中华武术《少林功夫》等节
目感染着每一位师生。

校长侯晓红说：“此次活动，学校以校园
文化周为契机，搭建展示学校美育成果的平
台。既丰富学生的校园文化生活，又给孩子
们一个难忘的节日。”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
者 何洪帅 通讯员 王磊 王杜娟

郑州市金水区优胜路小学：
看绘本原画 悟阅读意义

6月1日，郑州市金水区优胜路小学二（7）
班的老师、孩子和家长前往河南省少年儿童图
书馆，参加“六一”儿童节活动。

活动以参观《我要你现在就爱我》《长长长
长的头发》两本独立绘本原画展拉开帷幕。原
画作者王钢用几个小故事告诉孩子们，艺术来
源于生活。学生赵弘毅为大家分享了优胜路小
学的共读活动“班班有读”。学校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次活动，使孩子们加深了对阅读重要性的认识。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何洪帅 通讯员 曹燕

郑州经开区实验小学：
聘请非遗传人为课程指导专家

6 月 5 日，面塑艺术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刘玉伟走
进郑州经开区实验小学，对学
校创意非遗课程的进行指导。

活动现场，举行了简洁
而又隆重的拜师仪式，实验
小学黏土手创工作室的两位
负责老师拜刘玉伟为师。刘
玉伟现场捏了一动一静两个
罗汉送给两位徒弟，并将一
尊孔子像赠与学校为礼物。

该校校长任勇洋向刘玉
伟老师颁发了聘书，聘请他为
学 校 创 意 非 遗 课 程 指 导 专
家。任勇洋表示，几位专家的
指导，就是促进师生快乐成长
的催化剂，为学校的课程建设
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助推学
校育人目标的达成。大河报·
大河客户端记者 赵腾飞 通
讯员 陈建霞

郑州市金水区文化绿城小学：
文化周活动形式多样放光彩

近日，郑州市金水区文
化绿城小学围绕学校书香
校园建设、创客教育、社团
建设等，从班级、年级、校
级、社团、学科等不同层面
创造性地开展学生乐于参
与、形式多样的文化周活
动。文化绿城小学本校
区、南校区 6000 余名师生
全部参与。

“齐诵未来，感恩母
校”学生毕业离校课程，让
即将毕业的孩子们感受到
学校的爱；“家长开放日”，
让家长与学校更好的沟
通；“写好中国字，做好中

国人”的软笔书法比赛，彰显
了学校书法艺术特色……

文化周中，文化绿城小
学的67个教学班、南校区22
个教学班分别进行了“阳光
心理节，雅美诵未来”“朗朗
读书乐，雅美诵未来”朗诵活
动。低年级以“听我讲故
事”、中高年级以“雅美风采
诵”为中心主题，以班级为单
位，分别通过班级齐诵、小组
朗诵、分角色表演、亲子共读
等多种形式，进行庆祝六一
活动。大河报·大河客户端
记者 赵腾飞 通讯员 任晓
慧 常罗文

郑东新区实验幼儿园：
体验非遗艺术 萌娃乐翻天

6 月 1 日，郑东新区
实验幼儿园举行了庆六
一画展、亲子游园和民
间艺术作品现场制作展
示活动。

通过本次活动，让
家长们穿越到童年和孩
子充分感受节日的气
氛，让孩子体验参与活
动的快乐；通过观看民
间艺人艺术作品制作，
了解我国的传统民间艺
术作品（如图），在民间
艺术的熏陶中得到愉
悦的体验，增进对祖国
博大精深文化的初步
了解，萌发爱国之情。

在活动现场，一幅
幅生动的作品，让大家

感受到我国的民俗艺术，
不同的表现手法、多样的
作品呈现让孩子们获得
更加丰富的认知体验；每
个班级还设置了民俗传
统游戏，共计40个项目，
孩子、家长亲子同乐，寻
找、怀念自己童年乐趣，
也令广大家长、老师珍
惜、守护当下孩子们美好
的童年。民间艺术展精
美刺绣的虎头鞋、虎头
帽，惟妙惟肖的艺术剪
纸，造型独特的糖画艺
术，巧夺天工的蛋雕艺术
等非遗艺术，让孩子们大
开眼界。大河报·大河客
户端记者 赵腾飞 通讯
员 王清萍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