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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签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方便地阅读，
4月11日，小记者们一起来到萧山党群服
务中心，绘制属于自己的书签。

首先，老师为大家讲述了书签的用
处，并通幻灯片，讲解了制作书签的特点。
接着，老师通过图片讲解其制作要领。讲
完之后，为小记者们分发了制作的材料：
剪刀、橡皮泥、彩色笔等。根据老师讲的内
容，大家开始动手制作书签，先在脑子构思

布局，接着在卡纸上画出。全部画好之后，
等待几分钟，把画晾干，交给老师装订，打
孔，穿挂绳。通过此活动，大家既收获了书
签，又锻炼了动手能力。（文/摄郑颖超）

小记者洪奕媗湘师附小303班
进入场地，我见到桌子上摆满了各

种各样常见的材料。按照老师的要求，
我把透明底板上的膜撕掉，将板按在示

范图上。通过我一笔一笔地勾线，一个
美丽的轮廓已经尽情展现。我兴奋地给
它们都涂上了颜色。顿时，小草仿佛在
轻轻摆动，小乌龟仿佛在缓缓爬行，小鸟
仿佛在愉快歌唱，好一片生机勃勃。最
后，经过老师的修饰，我的书签终于完成
了。这次活动让我有了一丝感叹，原来
身边这些看似简单的材料还能做出这么
有趣的物品。

绘制一个书签送给爱阅读的你

绘制书签

4月10日，来自浙江理工大学的学姐们
通过PPT以及动画形式让小记者们了解了
杭州丝绸的绸、缎、绫、罗等十四个大类，以
及丝绸的来源。紧接着，姐姐们给大家发了
颜料、绸扇以及画笔，请小记者们发挥自己
的想象力，在扇子上画出属于自己的一方天
地，通过手与画笔的配合，颜色的自由搭配，
各种色彩，各种精彩的图案呈现在绸扇上。

活动的最后，大家在自己制作的作品上
留下了属于自己的独特印记。（文/摄雷小燕）

4月10日上午，萧报小记者团联合蜀
山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开展“一颗童心跟党
走-传承红色经典”活动。活动现场，张
楠老师讲述红船故事，小记者们听得格外
认真。通过聆听红色故事小记者们重温
了革命传统，感悟了红色精神。到了制作
环节，萧山老干部手工艺志愿服务队的奶
奶们，给小记者们展示了各种各样关于红
色的剪纸作品，小记者们看得目瞪口呆。
在奶奶们的指导下，小记者们也一一剪出

了那一抹别样的“红”。
通过此次活动，不仅增强了孩子们对

革命烈士精神的学习意识，还促使大家更
加明确自身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懂得
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为实现“中国梦”而
努力拼搏，积极向上！（文/摄 郑颖超）

小记者张燚恺朝晖小学302班
张楠老师非常生动地给我们讲了“一

艘红船”的故事，我们大家都听得津津有

味。接下来老师向我们展示了各种精美
的剪纸作品，然后我们进入了剪纸环节。
剪纸对我来说还是游刃有余的，在创作雷
锋叔叔图片时，我静下心来，睁大眼睛，非
常小心翼翼地剪。大约过了二十分钟，我
终于把雷锋叔叔的头像完整地剪好了，剪
好之后，我们所有人把自己的作品贴在了
横幅上面，并且拍照留念。这一次的活动
真有意义，不仅聆听了红色故事，更体会
到了红色精神。

4月13日，小记者们来到萧山日报社
参加“读书沙龙”活动，互相分享一本好书
带给他们的快来。

这是一场阅读与分享的碰撞。一个
有趣的读书沙龙里，汇集了小记者们的有
趣分享。活动开始后，小记者们迫不及待
地拿出要介绍的书，和旁边的小伙伴们互
相分享，“哇，你这本书我也看过”“等下我
们能交换书本吗”老师在介绍完书之后，
就轮到小记者们分别上台介绍，也许是这
种分享的氛围感染了每一个人，就连一年

级的小记者也丝毫不怯场，可以勇敢地上
台介绍自己书籍。介绍结束后，由小记者
们自己投票选举出了最受欢迎的三本书，
他们的小主人也分别获得了“好书推荐
官”的荣誉。

通过这次活动，小记者们再次深入了
解阅读带给他们的快乐，纷纷表示以后要
多读书，读好书。（文/陆梦姣摄/陈瑶）

小记者冉枝玲南阳小学503班
我分享了自己最喜欢的《半小时漫画

中国史》。这本书非常幽默风趣，用诙谐的
语言讲述了非常严谨的历史内容。我通过
提问的方式与台下的小记者积极互动，分
享这本书内容。同时小记者们都能踊跃参
与，积极回答。可想而知他们在平时也看
了很多书，积累了很多知识。

在小记者们分享结束之后，老师让我
们投出最出彩的三名小记者。我非常荣幸
成为了第一名。通过我们的热情参与，每
个人都分享了自己的书目，锻炼了交际能
力和表达能力。这次的读书沙龙让我记忆

深刻，因为通过与大家的分享，让我明白多
看书、看好书的意义，在书中去寻找快乐！

4月10日，30名小记者跟着水晶老师
研学美丽的杭州。杭州的丝绸文化源远流
长，活动中，水晶老师讲述了蚕宝宝的来历
和成长，介绍了丝绸的来源。在简单介绍
了中国四大刺绣和染缬工艺后，小记者们
开始蚕茧艺术的创作。水晶老师告诉大
家，这次用的彩色蚕茧，都是去年春天她亲
手养出来的，都是蚕宝宝天然做茧，非人工
上色。小记者们挑选了自己喜欢的颜色
后，仔细观察蚕茧，并在上面穿上了装饰
珠、中国结和流苏。然后大家用彩色笔，在

小小的蚕茧上开始作画。要在这么小的茧
子上创作出一幅漂亮的作品，非常考验小
记者的耐心。傲雪的梅花、红红的灯笼，美
丽的蚕茧吊坠悄然诞生。捧着自己亲手制
作的工艺品，小记者们爱不释手。蚕茧不
光可以用来做丝绸、做棉被，还能这么“玩”
啊，好多小记者表示等到来年春天，也要去
养蚕宝宝。（文/陈瑶 摄/陈瑶郑颖超）

小记者洪左柠回澜小学103班
活动中，水晶老师为我们解说了蚕的

一生，蚕小的时候像一个很小的黑点，等它
长大以后，就会吐出很多丝，形成一个蚕
茧，它自己躲在里面，然后等到时机成熟，
它就会破茧而出成为一只飞蛾……接下
来老师带领我们一起制作蚕茧挂坠：第一
步，在蚕茧上画自己创作的画；第二步，把
蚕茧、挂坠和珠子穿在一起；第三步，我们
在老师的帮助下把挂坠的须绑好。这样就
完成了一条美丽的蚕茧挂坠！我把自己制
作的蚕茧挂坠赠送给了妈妈。妈妈开心极
了，见到妈妈高兴，我心里也高兴极了！

4月10日，萧报小记者一起走进杭州口
腔医院萧山分院，开展爱牙主题活动——我
是“小小牙医”。首先，医生给小记者们进行
牙齿健康小讲座，播放了正确刷牙及保护牙
齿的动画视频，讲解换牙的注意事项及示范
刷牙的正确方法。紧接着，医生还带大家参
观了牙科医院的各个部门。最后，医生给小
记者们准备了牙模，模拟补牙环节。

活动让小记者们收获很多，不仅知道
了刷牙的重要性，更体会到了作为一名牙
医的责任与担当。（文/摄 雷小燕）

小记者徐逸轩宁围小学404班
到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了，医生阿姨拿

出有蛀牙的牙齿模型，让我们模拟补牙。只
见她拿出一个纸杯，往里面倒了石灰粉和
水，在一起搅拌后，医生立马拿过来对我们
说：“动作要迅速，不然等会儿要结成块儿
了。”于是我们争分夺秒地做了起来，我拿起
一个钩子勾了一点儿石膏，把这一点石膏放
到黑乎乎的牙洞里面，牙洞填满后，又用钩
子把它给封好口，一颗蛀牙就补好了。这时
候，我觉得自己就是一名“小小牙医”。

看着这样一颗残缺的牙齿，我想真的
要好好保护牙齿，养成良好的刷牙习惯，少
吃甜食，避免蛀牙，希望能拥有一副整齐洁
白的好牙齿。

4 月 11 日，萧报小记者团快乐语言朗
诵课火热进行中。小记者跟随主任播音员
徐海成老师的步伐，畅游在播音世界。活
动一开始，徐老师向小记者介绍了基础发
声方法，在互动的同时了解小记者的发音
水平。随后，小记者们也很快进入了状态，
跟着徐老师放松喉头，体会声音挂在声带
上的感觉。接着是口部操的练习，饶舌、顶
舌、卷舌、立舌，增强口部肌肉力量，锻炼唇
齿力度和口齿协调能力。

通过徐老师的指导，小记者们改掉了
之前读文章拖长音，朗诵放不出声的缺点，
掌握了在朗诵过程中如何把握停顿、重音、
语气和节奏。通过课程的训练，小记者的
朗读水平有提高了一个层次，得到了老师
的称赞。（文/摄 洪磊）

小记者李羽涵朝晖小学305班
徐老师长得很高很帅，浓眉大眼，看上

去很精神。最吸引我们的是他浑厚的嗓
音，极富磁性。徐老师以叫一个人的名字
为例，为我们讲述了发音的部位。如果要
呼唤的人在身边，那么就用胸腔发音，如果
稍远点，就用口腔发音，就像平时说话一
样。我原来只知道朗诵用口腔，现在听了
徐老师讲的，才知道说话的学问真大呀！
我以后可得好好练练。后来，徐老师为我
们的朗诵做了示范，那声音真好听，有几位
大胆的同学也进行了勇敢的尝试。这次的
朗诵课我学到了许多，非常有收获！

绘制绸扇

4月14日，小记者团“播种——生长——
收获”农耕主题活动走进益农镇小。为孩子
们创造亲历田间、亲身实践的机会，让劳动教育
在校园落地生根。活动当天同学们的午饭中
的“花蚕豆”便是当天刚刚从学校百草园里采摘
而来，大家笑称“花蚕豆”的魂还有一半留在土
地里。

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在劳动同
时学以致用，德行的养成、奋斗精神的培
养始于辛勤劳动教育，活动现场益农镇小
孙伟良校长为大家致辞、宣布活动启动，
孙校长与老师们带领着同学们在百草园
内与泥土，与小苗，与自然来了一次亲密
的约会，用实际行动引导同学们树立正确
的劳动价值观，培养良好的劳动习惯，在
劳动中锤炼坚毅品格，在劳动中促进全面
发展、健康成长。

同学们在校长、老师们的指导下，找到
了适宜春天种植的蔬菜品种并了解其生长
的条件和习性，每个班都确定了种植的蔬菜
品种：花生、小番茄、黄瓜、水果玉米。为了
更好地掌握种植知识，有经验的园艺阿姨为
同学们讲解种植、浇水、施肥、除虫的方法和
注意事项。种植环节里，同学们干得有模有

样，百草园成为了他们的劳动教育的实践乐
园，在这里，他们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神奇发
现：一只缓缓蠕动的蚯蚓、一颗藏于泥土里
间的小草或是一只偶尔飞来的昆虫，都让他
们惊喜不已，同学们尽情拥抱大自然，探索
和发现自然的奥秘，亲身体验和耕作，享受
着田间劳作的快乐。

种下的是希望，收获的是成长。以“播
种季”为序章，萧报小记者团策划的“劳动
美·幸福娃”农耕主题系列活动，后续还会有

“生长季”和“收获季”。翻土挖坑播种、培育
观察生长、采摘收获品尝，此3项主题构成
了小记者团农耕主题系列活动，突破以往只
采摘或只播种的活动形式，从时间轴上以完
整的体验为现代青少年们打开全新的世
界。（文/蔚佳豪摄/洪磊程玉凌）

小记者韩佳溢益农镇小503班
我们种的是小番茄、玉米、花生、毛

豆这些蔬菜，唯一不同的是，我们高年级
种是已经发芽了的苗，而不是一粒小小
的种子。

我和张同学一组。我们俩拿到一株番
茄苗后，就动手开挖了，小张挖一个洞，我

托着小苗。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既不
能把它折了，也不能伤到根部，放进洞里时
也要非常小心，要不然影响别的小苗生长，
一定要正着扶，直到把土给压实了才行。

这次农作虽然很累，但让我们明白
了，只有付出了努力，才能得到回报。在
学习和生活中也是一样的，在学习上，想
要取得好成绩，就要付出努力；在工作和
生活上，只有努力工作，才能获得更好的
生活。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
们都希望能在未来的日子获得好的收成。

小记者戴翼益农镇小602班
这次，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雄赳赳

气昂昂向劳动基地出发。虽然我们没有什
么农耕经验，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劳动的
兴趣，带着好奇与期盼，大家纷纷参与到了
农耕中——种玉米秧、种毛豆……这些农
耕活动，让我们来了个亲密接触，还了解了
如何育苗，用什么材料和方法施肥，怎么防
治病虫害等等。同学们大呼新鲜有趣，都
希望这样的特色教育活动可以持之以恒。

走进农耕感受农辛，活动在同学们的
笑声中、汗水中、坚持中画上了圆满的句

号。每一方土，都有它特有的灵魂，当我
们用一双双手，许下对秋天收获希望的时
候，那种神情也只有在我们的炽热的劳动
现场才能看到。

童眼看世界之研学美丽杭州

我是小小牙医

领略播音魅力
跟着主任播音员学发音

相约“读书沙龙”我是好书推荐官

聆听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

提到小记者，大家都会想到外向开
朗、能说会写，会想到他们去参加各种各
样的社会实践活动，这些活动让孩子们开
拓了视野，丰富了成长经历。2021年的
小记者在延续每月活动的形式上，面向全
体小记者开启专业培养模式，为小记者量
身定制特色主题课程。

小记者特色主题课程设立写作和科
学两大主题，每个主题课程共开设8次
课。“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特色主题课程延续小记者团的特色，突破
地域局限，将室内户外相结合，在课堂教
学模式的基础上融入实践教学，例如带孩
子们外出寻找春天，学习景物描写方法；
带孩子主题采访，学习人物刻画技巧。小

记者在广泛体验各类活动的基础上，阶段
性、集中性地学习，通过课前自己准备实
验材料，课中绘出思维导图，课后总结出
实验报告，挖掘他们的特长和潜力，从而
提升文学素养和科学素养。

目前，2021年小记者特色主题课程
已经陆续开课了。小记者可以在课堂中
学习写作技巧，积累写作素材，锻炼写作
水平，写出一手好文章；也可以感受一片
叶子的奇妙之旅，制作专属的叶脉书签；
学习使用天平，自己动手做一颗弹性球。
在亲手实验中，收获趣味科学知识。本周
末小记者特色写作课程就将要走进湘湖
景区下孙文化村，了解湘湖的演变历程，
一起期待哦。（文/沈钰燕）

边逛景区边学写作边做弹性球边上科学课

小记者特色主题课程这样上

劳动美幸福娃
萧报小记者团农耕主题活动第二站走进益农镇小

小记者特色主题课

给秧苗培土

制作完成的剪纸作品

小记者上台介绍自己喜爱的书本

在蚕茧上作画 作品展示

模拟补牙环节

小记者上台互动

孙伟良校长带领同学们在百草园内种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