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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牛路第二小学五（1）
中队由56个孩子身穿各民
族服装组成民族方阵，伴随
着音乐载歌载舞，深情朗诵，
展示了各民族的文化和团
结。美术社团开展了手绘第
十一届全国民族运动会图案
的活动，会徽、吉祥物等图
案，很快在孩子们手中成型。

师生们共同搜集第十一
届全国民族运动会及“绿城
使者”相关资料，进行了激烈
的知识问答竞赛。

该校大队辅导员弓晗璕
介绍，通过开展“话盛会 共
成长”主题系列活动不仅表达
了孩子们对第十一届全国民
族运动会的欢庆之情，而且提
高了队员们的主人翁意识，让
孩子们从自身做起，树立少先
队员志愿者的良好形象。

亲子合作
画出自己眼中的盛会

在桐淮小区小学操场
上，数十名家长和孩子一起，
准备了画布、团扇、手提袋、
画笔等材料，“‘话盛会 共成
长’我眼中的民族运动会”亲

子绘画活动正在举行。
家长和孩子共同合作，

在画布上、团扇上、手提袋上
绘出会徽和吉祥物“中中”，
画面中的“中中”做出各种栩
栩如生的比赛项目造型，让
孩子们在活动中感受到了快
乐，体会到了民族团结一家
亲的力量。

桐淮小区小学大队辅导
员赵剑表示，桐淮小区小学
旨在通过此次活动，邀请家
长走进学校，和孩子一起了
解盛会知识。同时，通过此
活动让家长更加了解学校教
育，提升家校合作默契度。

写明信片、绘团扇
表达对盛会的期待

伏牛路小学六（1）中队
在美术老师李伟敏的指导
下，通过书写明信片、描绘团
扇等方式表达对第十一届全
国民族运动会的祝福。在另
一间教室里，40余名学生和
家长齐聚，共同完成了一幅
幅以第十一届全国民族运动
会为主题的手抄报。

伏牛路小学辅导员宋心
果表示，学校会利用每星期
的少先队活动课，召开主题
队会，让学生们了解相关知
识，认识吉祥物“中中”，及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等内
容；在队会课上，孩子们也会
利用歌声、表演、手抄报等形
式来表达对运动会的期待和
对祖国的热爱。

校园举办多彩活动
表达对盛会的美好祝愿

郑州市第七十三中学围
绕第十一届全国民族运动会
的主题开展了知识竞赛活
动。此外，学校开展了“我眼
中的民族运动会绘画展”活
动。活动初期，各班级积极
宣传，教室里张贴宣传以第
十一届全国民族运动会为主
题的手抄报，营造氛围，学生
利用周末和家长一起绘制第
十一届全国民族运动会的会
徽和吉祥物等作品，返校时

在连廊展示，并从中评选
出优秀的作品。

郑州市第六十九中学邀
请第十一届全国民族运动会
吉祥物“中中”走进课堂，在
老师的讲解下，学生们把剪
纸和第十一届全国民族运动
会融合起来，利用手中的剪
纸展现出了对第十一届全国
民族运动会美好的祝愿。

桐柏路小学师生们在该
校校长荣艳的带领下走上街
头，通过发放宣传画册，引导
大家做文明市民，助力第十
一届全国民族运动会。

互助路小学少先队员代
表陈思言在全校集会中，进
行了以《祖国家乡同发展，我
爱家乡我骄傲》为题目的演
讲，她倡议队员们在第十一
届全国民族运动会期间，做
好小主人，迎接八方客，为家
乡的繁荣和发展贡献力量！

中原区锦艺小学利用
“开学第一课”的时间，结合
当前第十一届全国民族运动
会工作，引导学生热爱家乡，
树立“小主人翁”意识。

9月12日，第十一届全国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海代
表团走进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
第一小学，和全校师生开了一
场别样的“运动会”。

上海代表团的运动员们首
先表演了蒙古族舞蹈“潇洒牧
马人”，他们精彩的舞蹈把现场
气氛直接带向了高潮，引起了
师生们的阵阵欢呼，也向学生
们展示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特
色，激发了学生体育锻炼的积
极性。富有新疆气息的民族独
舞，让同学们感受到浓浓的民
族风情。“花式跳绳”“双摇跳”
等异彩纷呈的跳绳表演使学生
们应接不暇，对民族传统体育
运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根
根彩绳在空中飞扬，孩子们受
到了深深的感染和带动，一个
个跃跃欲试，争先恐后地上场
与运动员们亲密互动。

热情的嘉宾，欢腾的校园，
绵绵细雨中流淌着浓浓的亲
情，短短几个小时的交流，不仅
增长了孩子们的民族知识，更
是架起了一座民族与民族、河
南与上海的友谊桥梁。大河
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何洪
帅 通讯员 王磊

第三届“大河车展杯”征文大赛来了

邀你逛车展 讲述心中的汽车梦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周星

9月20日至23日，第15
届秋季大河国际车展将在郑
州国际会展中心魅力绽放。
作为全省车市的“晴雨表”，
大河国际车展已走过14个
年头，星光闪耀。

2018年9月起，一年两
届的大河国际车展与孩子们
有了约定：用文字或画笔讲
述童年的汽车梦想。接连2
届，每届征文大赛均有近万
元奖品发放，吸引千余名孩
子参与。今年，第三届大河
车展杯“我和汽车的故事”征
文大奖赛如约而至。

逛车展、讲故事。本届
征文大赛将设置六大奖项，
备足万元大奖。截至10月6
日，全省中、小学生均可发送
你的汽车故事，讲述心中的
汽车梦。

此次征文大赛以“我
和汽车的故事”为主题，只
要和大河车展或汽车相
关，都可以参与投稿，参与
方式可以是写文章，也可
以是绘画。河南省中、小
学生均可参与。

第15届大河秋季车展
将于 9 月 20 日开幕。届
时，大河报会组织大河报
小记者走进大河车展，进
行采访、体验，小记者可根
据现场参观和体验，进行
文字和绘画创作。

投稿必看：
①体裁不限（记叙文、

散文、诗歌等）；字数800字
以内，有自己的真情实感，
思想健康向上，语言流畅，

独具创意。
②为核实稿件，并保证

奖品能准确送达，请在来稿
中写明作者的姓名、所在学
校、班级、地址和联系电话。

③投稿文章请自留底
稿，恕不退稿。主办方有权
对来稿进行必要的修改或删
减，并保留发表的权利。作
品参赛的同时，视为作者同
意主办方拥有无偿使用的权
利。

④本次征文只采用未在
正式刊物上公开发表过的原
创作品，一经发现剽窃他人
作品，即取消参赛资格并追
究相关法律责任。

⑤10 月 6 日征文结束
后，组委会将组织专家进行

评比，选出优秀作
品 ，发 放 万 元 大
奖。此次征文
大奖赛具体信
息，可关注大
河报小记者官方
微信公众号“大河
报少年”。

⑥参赛稿件
提交文件名统一
为：“2019 大河秋
季车展征文大奖
赛+姓名+文章题
目”。发送参赛稿
件（电子版）至指
定 邮 箱 ：
dhbxiaoji-
zhe@126.
com

征稿详情

校园多彩活动 师生一起“话盛会 共成长”
郑州市中原区教育系统开展系列主题志愿服务，助力第十一届全国民族运动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赵腾飞 通讯员 高慧恒 文图

为提高郑州市中原区青少年对第十一届全国民族运动会的参与感和获得感，郑州市中
原区委宣传部、区文明办倡导全区教育系统，积极开展“话盛会、共成长”主题项目系列活
动，促使青少年积极参与到全国民族运动会的志愿服务活动中，丰富青少年课余活
动，增强民族文化认知、促进民族融合团结奋进、培养社会责任感。近日，“话盛
会 共成长”主题系列志愿服务活动在中原区部分学校举行。

讲一讲、画一画、品一品
孩子们过了一个
别样的中秋节

9月13日是我们中华民族
的传统文化节日——中秋节，
节日前夕，郑州市金水区黄河
路第一小学少先队大队部开展
了系列活动迎接中秋佳节。

各中队开展了古诗词诵
读、中秋手抄报展等活动。通
过队会介绍中秋节的来历、节
日习俗，在晨读时诵读中秋节
诗词、美文，午间小自习开展

“ 咬 秋 ”，让 孩 子 们 在“ 看 一
看”——神话传说现经典；“写
一写”——中秋前夕写中秋；

“讲一讲”——我家这样过中
秋；“画一画”——画笔再现最
美夜；“品一品”——圆圆月饼
香又甜等一系列活动中，深刻
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增
强民族自信心、自尊心和自豪
感。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何洪帅 通讯员 卫峰

民族舞蹈、跳绳……
孩子们看了一场
别样的运动会

教育短波

桐淮小区小学校内，学
生和家长在画布上画“中中”

伏牛路二小
举行知识竞赛

歌舞表演、知识竞赛
让孩子树立主人翁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