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拥抱六月，童心飞扬

“种”星星
小记者陆羽彤任伯年小学104班

“好，往右一点。对对对，再往上一点。”
“哎呀，歪了歪了，再往左点。”
“好了好了，手不要抖，用力按下去。哇，贴成

功了！”
我赶紧摘下眼罩，看到一颗亮晶晶的星星贴在

了树上。我跑过去开心地和妈妈击掌，这次我们赢
定了！

爸爸在旁边捂着脸无奈地笑着，妹妹人太小，还
分不清左右，爸爸没办法指挥，偷偷地拉着妹妹的衣
袖往树顶上贴星星。

“爸爸作弊！”我气呼呼地向妈妈申诉。妈妈笑
哈哈地说：“那我们罚爸爸来做游戏，你来做指挥！”
这个主意好，我要悄悄地惩罚爸爸。

“爸爸，你往左边一点。往上，再往上，好！可以
贴了。”我指挥着爸爸乱贴。爸爸摘下眼罩，愣了，星
星呢？星星被爸爸贴到墙顶上了！

“哈哈哈……”我和妹妹笑得前仰后倒，笑得捂
着肚子喊痛。

原来爸爸妈妈小时候的游戏这么好玩呀！妈妈说：
“这是她读书时学校里儿童节举办的活动——‘种’星
星。”以后，我可以和好朋友一起玩，把快乐分享给大家！

我在“六一”里长大
小记者李羽涵朝晖小学205班

我出生的第二天，就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六一
儿童节，还在襁褓中的我，收到了来自家人的礼物，
这些满满的祝福，注定了我的六一都是开心和幸运
的。

第二个六一儿童节，我学会了走路，虽然是晃晃
悠悠的。那时我也能牙牙学语了，即便只会简单的
话语，但妈妈眼中的喜悦是无以言表的。

第三个六一儿童节，我已经会表达想要什么礼
物了。那时的我，希望是童话里的公主，我说想要一
条公主裙。记忆中，妈妈根据我对公主裙的描述，火
速采购布料，花了整整三天时间，帮我实现了公主
梦。

第四个六一节，我上了幼儿园，在那里我成为了
老师的小助手，交了许多好朋友。

第五个六一节……
今年的六一节又快到了。妈妈跟以往一样问我

想要什么礼物。我说：“希望这一天，妹妹乖乖的，我
也乖乖的，妈妈幸福的。”妈妈看着我，什么也没说，
但我分明看到了她眼睛里闪耀着晶莹的泪珠。

我在六一里长大，带着妈妈的爱，带着积蓄在我
心里的爱，慢慢成长着。

拥抱六月，童心飞扬
小记者方奕扬湘师实验小学602班

妈妈说，童年是花花绿绿的糖纸；爸爸说，童年
是小溪里活泼的鱼虾；我说呀，童年是清脆嘹亮的歌
声，踏着欢乐的节拍，世界上最纯真的笑容绽放在脸
上，它会感染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去年的儿童节，我们在初夏的热情中徜徉，在爱
和梦中歌唱，我们把梦想放飞在清脆嘹亮的歌声
里。教室里银铃般的笑声，教学楼下葡萄藤上随风
飘舞的葡萄叶子和我们的歌声揉在一起。那是我们
在为“六一”练歌呢！

我们的歌声绽放了灿烂的笑容，这里有擦不完的
汗水，更有诉不完的情谊。我们精心准备，认真练习，
用动听的嗓音唱出了对音乐的热爱。终于，我们在

“班班有歌声”比赛中获奖了。
多么难忘的儿童节呀！笑脸在这里盛开，幸福沉

醉在这个节日的气氛中。快乐是流动的，快乐是神圣
的，快乐更是美丽的！我们在这里遇见了美好的自己。

我们忘不了比赛结束后吃着蛋糕，你瞅着我，我瞅
着你：你脸蛋的腮红染成了红柿子，她的马尾辫一翘一
翘。红红的嘴唇已经把手中的蛋糕晕出了一抹艳红，
我们笑了，因为这个节日是属于我们的。去年的“六
一”趣闻我们忘不了，这里承载着童年永恒的记忆。

六一快乐，草原妹妹
小记者严沐欢崇文世纪城实验学校204班
每一年，我都非常期待六一儿童节的到来，今

年，更是特别地盼望着，为什么呢？因为去年我和爸
爸妈妈去内蒙古大草原玩，结识了一位草原妹妹，妈
妈说，今年的六一儿童节我可以自己挑一个礼物送
给妹妹，和她分享儿童节的快乐，这真的太让人兴奋
了！我该挑什么样的礼物呢？

去年我第一次见到薜璐妹妹，是在她妈妈摆的
小吃摊后面，那时，她妈妈正在辛苦忙碌地准备着
各种各样蒙古小吃，她一个人躲在摊边看着书，目不
转睛，一双眼睛闪闪发亮。我带了一些书本送给了
她，并和她开心地分享了一些书本上有趣的故事，然
后，我们俩人都在书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最让我
意料之外的是，薜璐妹妹的字写得非常工整，清晰美
观，我和爸爸妈妈都给她竖起了大大的姆指！ 在如
此艰苦的条件下，她一点也没忘记学习，而且成绩特
别好，又非常懂事。所以，我想今年六一，我一定还
要给她准备一些好看的书本，另外再给她挑选一盒
最漂亮的笔，上面印着闪闪星星和无数漂亮小公主
的那种！我还要认认真真地在盒子上写下我们两个
人的名字！

想到这，我都心花怒放了，我在想当薜璐妹妹打
开礼物的一瞬间，小脸蛋一定会笑开了花！

六一快乐，我的草原妹妹！等着我哦，我暑假再来
草原！

六一，儿童的盛宴
小记者赵灏煜闻堰小学407班

我们每个人都度过六一：那时的我们都会得到
丰厚的零食；那时我们一起玩有趣的游戏；那时到
处都充满着欢声笑语……快来看看我记忆中那个
欢乐六一吧！

哇，这天校园分外热闹，同学们个个都洋溢着幸
福的微笑。原来学校将举行一个盛大的游园活动，
大家开始一起布置教室，我们先在黑板上用彩色粉
笔不停地装饰着，有的在上面写字，有的在上面画
画，有的在上面粘彩纸……接着我们把课桌椅也变
了一个样，教室里顿时沸腾了，同学们搬桌子的响
声，相互间交流的声音……就在这样一番热闹后，平
时一排排整齐的课桌椅，现在被摆成了一个“U”
型。每个班都准备了不同的游戏，大家可以全校游
玩，得到相应积分后可以兑换相应的礼品。我们都
兴奋极了，只听老师说：“可以开始游园了！”同学们
个个像离弦的箭一般冲出教室，去寻找自己感兴趣
的游戏。

我走进一个大教室，原来这里是夹玻璃弹珠的
游戏。不一会儿，教室人满了，游戏开始了。我们拿
起筷子，老师便在一旁开始计时，看我敏捷地用筷子
夹起一颗颗圆溜溜的弹珠，放入篮中。一颗，二颗，
三颗……扑通，我其中的一颗玻璃弹珠好像调皮的
小精灵，居然从筷子中间偷偷溜走了，我心中有一丝
紧张。随着一声口令，游戏结束了。我的成绩不错，
于是我用积分换了一个可爱的蓝色袋子。

六一，一个属于我们的节日，它让我们快乐；它让
我们兴奋；它让我们充满梦想……不一样的六一一样
的快乐，在这个属于我们的节日里，祝所有小朋友六一
快乐！

快乐海豚
小记者华添乐劲松小学404班

在童年的生活里，有许多事，有的像一颗流星，
从天空一闪而过；有的像一颗恒星，一直挂在我的脑
海里，久久不能忘怀，那就是去年姑姑送我的六一礼
物——去海洋公园。海洋公园的第一站，我们来到
了浮冰剧场，那里有海豚表演，一只只帅气又可爱的
海豚在水中游来游去，只听工作人员一声令下，一只
叫小胖的海豚游了上来，工作人员手一举，它就跳了
起来，并向大家招手，好似在说：“大家好，我叫小胖
呦！”接着，其他的海豚都跟着做了同样的动作。这
时，工作人员手一挥，身旁的小胖立马迎了上去，工作
人员很熟练地踩了上去，小胖就像一辆快车似的，在
水中飞驰了起来，赢得观众一阵又一阵的掌声。

突然，工作人员纵身一跃，跳入水中，我吓了一
大跳，会不会出事了？正担心呢，一旁的海豚都跟着
往水下游，过了一会儿，海豚们跳出水面，原来工作
人员正抱着海豚，安闲自在得很呢！就这样，海豚和
工作人员一会儿落入水中，一会儿在水面上摆出各
种造型，看得我们一个个都入了神。

海豚们节目表演完了，主持人说：“有没有人想
体验‘水上飞’的待遇呢？”我一下子就举手了，主持
人叫了我，我又喜又惊地走上台，眼看着就要碰到海
豚了，紧张的感觉莫名地涌上心头，这时工作人员一
手揽住我的腰，踩了上去，我眼睛都不敢睁开看，只
觉得身子一轻，好像坐上了过山车，原来这就是飞的
感觉，偷偷睁眼瞧了瞧，哇！自己真的在水上面耶！

后来我们还去玩了好几站，但记忆中只留下了
这飞的感觉，这就是快车海豚带给我的六一印象，它
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里，像恒星般一直闪着……

六一奇遇记
小记者康琰第一实验小学303班

“康琰，快睡觉吧，已经很迟了！”妈妈不停地催
促着我，“可是，明天是六一儿童节，我太兴奋了，睡
不着……”我小声地嘟囔着，“明天还要上学哪！”我
只好爬上床无奈地闭上眼睛。

今天的夜晚可真长啊，窗外的小河欢快的脚步
停止了吗？小花收起花瓣了没？那几只小白鹭是
不是又在桥下捉起了迷藏？星星和月亮也回家睡
觉了吗？怎么一切都是静悄悄的呢？我迷迷糊糊
地胡思乱想，也不知道从哪里飞进来一只小鸟，金
色的羽毛闪闪发光，它轻轻地啄了啄我的头发，我
忍不住咯咯地笑起来，小鸟又用嘴拉着我的衣角，
把我带到了一片树叶上，接着它衔着树叶带着我从
窗户飞了出去，天哪，我居然变小了，我既兴奋又害
怕，紧紧地闭着眼睛抓住树叶的边缘，只听到耳边
呼呼的风声在不停地回荡……

不知过了多久，耳边没有了风声，我睁开眼睛低
头一看，呀，我居然穿着礼服，一朵朵金黄色的小雏
菊在我身上摇曳生姿，我的头顶还带着金色的小王
冠，一只毛茸茸的小鸭子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

“康琰，儿童节快乐！请跟我来！”，在前面一摇一晃
给我带路，我一下笑出了声，所有的不安都不翼而
飞，紧跟着小鸭子穿过一片茂密的树林，拨开花藤
帘，哇！在一片大草坪上摆着大桌子，上面有各种各
样发光的食物，一会儿黄澄澄的，一会儿蓝湛湛的，
一会儿绿油油的，更让我惊喜的是小动物们穿着演
出服站在精心布置的舞台上，正等待着给我表演，我
迫不及待地要享受一下这个特殊的演出了！小鸟帮
我围好餐布，小蜜蜂给我倒满香甜的花蜜饮品，大象
用长鼻子帮我拿菜，舞台那一边小天鹅们翩翩起舞、
狮子大合唱、大熊猫乐团正演奏着优美的乐曲……
而我呢，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果子蛋糕，一边观看演
出，演出结束后我还收到了一串树叶手链，最后小金
鸟再一次把我拉到了树叶上，我依依不舍地跟小动

物们挥手告别，小金鸟衔着树叶把我送回了家，接着
又轻轻地啄了啄我的头发，我就恢复了原来的大小，
真奇妙！

“康琰，起床啦！”耳边响起了妈妈的声音，我看
着手腕上的树叶手链，我偷偷地乐了，妈妈，我一定
要告诉你，您催我睡觉是多么正确的事情，哈哈！

育才小学校长王建文
亲爱的孩子，2020年的寒假注定是不平凡的，

说好的正月十六再见，却因为疫情的原因宅家上
起了网课。2020年的儿童节注定是不一样的，许
许多多美好的设想因为无法聚集而被搬到了线
上。在童年最快乐节日的到来之际，王老师想和
大家分享三句话：第一句，生命永远值得尊重；第
二句，规则永远值得遵守；第三句，愿你永远值得
被温柔以待。愿今天的瘟疫里，你能获得未来成
长的疫苗。

贺知章学校校长许兴云
孩子们，“疫”后第一个儿童节就这样如期而

至，首先祝福你们儿童节快乐！孩子们，你们是天
使，都长着一对隐形的翅膀。不要为香甜所陶醉，
不要为风雨所折服，坚韧地起飞吧！希望你们观
世明理做人，知书达理处事，朝着明确的目标，飞
向美好的人生。

任伯年小学副校长王加明
经历了新冠疫情后再次回到校园，你们发现

自己变了吗？变得更讲卫生、讲规则、讲文明了。
特殊时期希望大家学得舒心，玩得开心，让自己变
得更强大，同时过一个快乐的六一！

崇文世纪城实验学校教导处副主任 陈通
亲爱的同学们，五彩的气球随风飘扬，绚丽的

风车翩翩起舞，六一儿童节又到了。
六一，一个长不大的美好童年，它像一幅画，

需要我们用画笔去描绘；它像一首歌，需要我们
用欢乐来歌唱；它像一首诗，需要我们用心灵来
吟诵……浮光掠影，让我们一起印刻欢乐时光！

金山小学德育处副主任赵引君
我听过的最动听的声音，是那稚嫩又纯净的

童声。
我见过的最明亮的星星，是那一双双渴望又

清澈的眼睛。
我见过的最可爱的脸庞，是那一张张专注又

天真的小脸蛋。
能天天与孩子在一起，是我身为一名小学老

师的小确幸。

汇宇小学德育处副主任，大队辅导员王灿权
来吧，六月，六月是童年的沃土，是童年的

畅想！
来吧，六月，六月是童年的摇篮，是童年的

梦乡！
让我们在青葱的六月，埋下欢乐的种子，期待

它生根、发芽、成长……
让我们在欢腾的六月，张起梦想的风帆，希望

它起航、破浪、长征……
祝所有小朋友六一快乐，逐梦远航！

世纪实验小学老师田亚飞
童年是最美妙的，充满自信；童年是最开心

的，无忧无虑。2020，爱你爱你！祝孩子们儿童节
快乐！

高桥金帆实验学校老师谢晓春
关于“童”的成语——金童玉女，童心未泯，

童叟无欺……几乎都是美好的词儿。可能无论
年龄多大，内心都是十分向往童年的吧。我们
都曾拥有过童年，正因为如此，特别怀念童年，
羡慕童年。亲爱的孩子们，祝你们节日快乐！
祝愿你们在今后的日子里，既能享受成功的喜
悦，亦能承受失败的挫折；既有独立的思考能
力，亦有共赢的合作精神。

第一实验小学老师瞿春红
有一天，当你睁开眼睛，彩蝶翩翩，阳光暖

暖；空气是甜蜜的，世界是五彩的；祝福一路飞
来，带着快乐的旋律；精彩纷呈的节目早已准备
就绪，伴你度过最美好的一天！亲爱的孩子，六
一快乐！

在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疫情考验之后，重
回校园的你就像走进了一幅迷人的画卷，开启了
一个美丽的新童话。再次邂逅六一这个美好的节
日，孩子，你是否会比从前更懂得节日的可贵，你
是否会更感恩全社会为你庆祝节日的拳拳爱心。
这美妙的日子里，电视、报纸、网络纷纷送上了最
诚挚的祝福；校园、家庭、社区无不精心为你准备
了礼物，祝愿祖国的花朵健康成长！愿你在2020
的儿童节，怀揣纯真童心，立下凌云壮志，向阳生
长，做最美少年！

六月，是孩子们的季

节，伴着灿烂的阳光，心情像

花儿一样。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大

家想怎么度过呢？是和爸爸妈妈去

游乐园玩耍？和小伙伴一起庆祝节

日？还是自己在家做喜欢的事情呢？

我们小记者有独特的庆祝方式噢。那

就是用优美的文笔记下六一美好

的回忆，多彩的画笔绘出对六

一的期许。

《儿童节快乐》小记者俞文博涵任伯年小学107班

《快乐童年》小记者蒋源金山小学203班

《不一样的六一》小记者童崎贝儿高桥金帆实验学校201班

《快乐的节日》小记者卓宸汐新街四小104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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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寄语老师寄语
今天是一个充满鲜花和幸福的节日，是属于

孩子们最快乐的节日，也是长辈们关爱儿童的体
现。小记者团收到了来自校长和老师们的六一寄
语,一词一句中饱含着他们对大家美好的祝福和殷
切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