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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至，是收获，也是另一个开始。

农民伯伯用勤劳收获了金灿灿的麦

子，用汗水播种了郁郁葱葱的玉米;高三

的学生用毅力耐力收获了一段“为梦想

而战，永不放弃，永不止步”的历程，从而

迈向自己心仪的学府。我们呢？通过这

次的“静雅花艺主题实践活动”，不仅收

获了大麦花的制作方法，还让我看到了

一幅“时雨及芒种，四野皆插秧”的美好

画卷。

人们都说芒种是忙种，忙着收，忙着

种。春争日，夏争时，我们却争着“发奋

读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

指导老师：张文莉

星期天上午，淮北市口腔医院为小记者举

办了一场“定期口腔检查 远离口腔疾病”全国

爱牙日主题讲座。

一大早，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和妈妈

一起来到了市博物馆。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

井然有序地参观了博物馆，了解了不少历史知

识。接着我们到了二楼博物馆的会议室，口腔

科的医生为我们讲解了如何正确刷牙，儿童应

该选择小头软毛牙刷等。牙刷放在牙齿和牙

龈之间，与其成45°角，牙齿的里里外外都要

仔细认真刷。

在今天的讲座中，我学到了不少护牙知

识。以后我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坚持每天早晚

都要刷牙，每次刷牙不少于3分钟。平时少吃

糖果、少喝饮料，多吃蔬菜，才能保持健康洁白

的牙齿。最后医生又给我们做了口腔检查。

没检查前，我心里有点儿害怕。轮到我

了，医生让我张大嘴巴做检查。不一会儿检查

就结束了，医生说：“你的牙齿要定期检查。”

我非常高兴参加这次活动，让我学会了如

何正确照顾牙齿这个“好朋友”。

指导老师：程海英

愉快的周末到了，我真开心。可天公

不作美，竟然下起了雨。唉，我只能待在

家里了。

从窗户往外望去，白茫茫一片，路上

行人打着五颜六色的伞，来去匆匆。风越

来越大，豆大的雨点打在窗户上发出噼里

啪啦的声响。渐渐地风小了，雨停了。我

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终于可以出去玩

喽！

走到外面，到处都是湿漉漉的，空气

是那么新鲜，树叶是那么翠绿，地上一汪

汪的小水坑倒映着还有些阴沉沉的天空，

我呆呆地看着，那可不就是一面镜子吗？

走遍天下书为侣，一

本好书就像是一位好朋

友，也是一处你随时想去

的故地。今天我就给大家

推荐一本好书，它就是《三

国演义》。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

典四大名著之一。它是一

部长篇小说，作者是明代

罗贯中。小说描写的是从

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间近

百年的历史变迁。它对官

渡之战、赤壁之战等著名

战争的叙述尤为波澜壮

阔，读来惊心动魄。小说

刻画了近200个人物形象，

深入人心。小说出色的文

学成就和影响已经渗透到

中国文学、艺术及社会生

活的方方面面。相信这本

书对大家把握人物特点、

理解小说内容都会有所帮

助。

在《三国演义》中我最

喜欢的故事就是刮骨疗

伤。话说关羽中了曹仁

的毒箭，请华佗帮他刮骨

疗毒，关羽不要麻醉，也

不要蒙头，和马良喝着酒

下着棋，没感觉一点儿疼

痛。连华佗都说：“我行

医一生，救人无数，从来

没有见过这样的。军候

真是天神下凡。”我被他

意志坚强，坚韧不屈的精

神打动了。《三国演义》里

还有许多经典故事让我

深受启发。

好书启迪你智慧，让

你终身受益，让我们一起

读好书，多读书。

指导老师：罗士轻

“读一本好书就像和

一个高尚的人说话。”暑假

里，我怀着无比兴奋的心

情一口气读完了《明星班

长左拉拉·脱掉鞋子去跳

舞》，我被光荣乐队永不退

缩、坚持不懈的精神深深

地震撼了。

左拉拉，一个明星班

长，一个不折不扣的优等

生，带领着由丁泠泠、董咚

咚、丁沫、陈宁、欧阳圆圆

组成的光荣乐队，打入了

“安琪儿杯”的决赛。但决

赛在即，丁沫却因为身体

不适只能回国休养。左拉

拉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认

识了一位声音好听的外国

先生，后来才知道，那是最

强竞争对手金属乐队主唱

丹尼尔的父亲詹姆斯先

生，詹姆斯先生是美国音

乐界有名的大人物，有了

父亲撑腰的丹尼尔更加傲

慢了，私下里向左拉拉发

起了挑战，在丁沫缺席的

情况下，左拉拉因压力过

大 而 失 声 ，光 荣 乐 队 惨

败。在决赛中，左拉拉勇

敢地选择了曾经失败过的

歌曲，在哪里摔倒，就要在

哪里站起来——这才是光

荣乐队的精神。

这本书让我明白了友

谊的力量、坚持的力量。

在左拉拉最失落、最崩溃

的时候，是朋友的鼓励给

予了她力量；在她想要放

弃的时候，是坚持让她找

回了自我。

在生活和学习中，我们

都应该学习光荣乐队坚持不

懈、不被挫折打倒、在哪里摔

倒就在哪里站起来的精神，

就像林海音在《城南旧事》中

写的骆驼:“看它从来都不着

急，慢慢地走，总会到的；慢

慢地嚼，总会吃饱的。”光荣

乐队为了自己的“明星梦”而

努力，即使失败了，也没关

系，只要一直走下去，总会有

蝴蝶朝你飞来。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

花香自苦寒来。”让我们一

起努力，朝我们的梦想前

进吧！

指导老师:程小慧

盼望着，盼望着，终于盼来了星期天，因为

我要去市博物馆参观。这一天，我起了个大早，

心情像快乐的小鸟，早已飞到了博物馆里。

妈妈带我来到了博物馆门口，首先映入眼

帘的是由郭沫若先生题写的苍劲有力的五个大

字——淮北市博物馆。妈妈还给我拍了照片留

作纪念呢。

不一会儿，同学们都陆陆续续地到齐了。

我们在魏老师的带领下有序地走进了博物馆展

厅。首先，我们来到了博物馆的隋唐瓷器厅，这

里展出了很多瓷器，它们不仅精致美观，而且还

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意义。其中我最喜欢的是

陶佣。它主要分为人事佣和六畜佣两大类。特

别是六畜佣，牛、马、羊、猪、狗、鸡都十分可爱。

跟着大部队，我们又来到了柳孜镇，这里的摆设

真是惟妙惟肖，简直和真的一样，自己仿佛置身

于当时的情景之中一样。在这儿我们看到了运

河岸边的风土人情。紧着着，我们又来到了汉

画像石拓片展厅，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车马

出行图，听老师说在古代车马是身份、地位、财

富的象征。接着往前走，我们来到了书画庁，这

里展出了许多名人的书画作品，我停留在了刘

开渠先生的书法作品面前，我在心里默默地想：

我以后一定要好好练书法，向他学习。最后我

们来到了报告厅，由淮北市口腔医院的单主任

给我们做了关于“定期口腔检查，远离口腔疾

病”的报告。从中我知道如何刷牙、如何爱护牙

齿的有关知识。

活动是短暂的，收获却是满满的。最后我

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通过这次活动，我感受

到了祖国的历史悠久和国家的强大。我决定以

后好好学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为祖国建设贡

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指导老师：程海英

尊敬的程老师：

您好!

时间过得可真快呀，

一晃六年过去了，我已是

一名六年级的小学生了，

马 上 就 要 小 学 毕 业 了 。

我由一个不懂事的小孩

子 ，变 成 了 一 个 活 泼 开

朗 、坚 强 自 信 的 阳 光 女

孩。

有人说，老师是梯，以

伟岸的身躯托着我们稚嫩

的双脚一步步攀登；有人

说，老师是烛，以不灭的信

念为我们照亮前进的方

向；有人说，老师是风，载

我们扬帆远航，助我们乘

风破浪……在我心中，您

就是这样的老师！

在五年级的时候，您

虽然怀着宝宝，却依然风

里来雨里去，每天按时给

我们上课，从没有因为身

体的原因，给我们落下课

程，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在您悉心的教

导下，同学们的成绩都取

得了进步，这一切都离不

开您的努力与付出。

没有阳光，就没有万

物的生长；没有雨露，就没

有百花的芳香；没有老师

的教诲，就没有我们的进

步与成长。值此教师节来

临之际，我想对您说：”老

师，您辛苦了！”

祝身体健康!教师节快

乐！

任姝羽

2021年9月5日

指导老师：程小慧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刚刚过了小满，芒种就来了，这个时节是农村最

忙碌的时候。

你以为芒种是把芒果种到地里吗？那就大

错特错了，芒种是二十四节气的第九个节气。

表示初夏已经结束，仲夏正式开始。芒种的到

来给农民带来了喜上眉梢的大喜事和新希望。

喜事是喜在一年一季的夏粮丰收。新的希望则

是夏收的同时也开始夏种了。

虽然我们体会不到农民伯伯的辛苦，但是

在魏老师和张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做了大麦花。

工作人员给我们准备的材料有:大麦、剪刀、丝

带和包装纸，首先把大麦打成螺旋形，整理丰满

好看有层次，剪掉下面多余的部分，然后用丝带

扎起来，绑出好看的蝴蝶结，最后用包装纸折出

层次绑在花束上面，一束美丽的大麦花就做好

了。

通过做大麦花，体会到了农民伯伯的辛苦，

我知道了要想得到收获，就要付出努力。

指导老师：张文莉

静雅花艺 大麦飘香
人民路学校小记者 任依萱

推荐一本好书
人民路学校小记者 黄智城

读《明星班长左拉拉·脱掉鞋子去跳舞》有感
人民路学校小记者 陈晨

有意义的一天
人民路学校小记者 石邵柏

老师我想对你说
人民路学校小记者 任姝羽

保护牙齿
人民路学校小记者 董子墨

芒 种
人民路学校小记者 李怡姗

下雨的周末
人民路学校小记者 魏弘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