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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区解放路小学小记者站专版

老师为我们竖起大拇指
本报小记者（解放路小学5年级4班）张文慧

小
记
者

图书·友情
本报小记者（解放路小学6年级2班）户梦旭

勤读书，善读书
本报小记者（解放路小学6年级1班）刘云暖

我心里甜滋滋的
本报小记者（解放路小学5年级7班）王冠硕

期待再次相见
本报小记者（解放路小学4年级2班）姚瑶

——运河区解放路小学校长

刘瑞梅

校长寄语

“做越来越好的自己”是我们
的教育追求，树立“和而不同”的成
功理念，倡导“和风细雨”的教育形
态，营造“惠风和畅”的人际关系，
凝聚“和衷共济”的团队力量，我们
将立足当下，着眼未来，实实在在
求慢成长，力争做到越来越好；尊
重差异，顺应天性，朴朴素素做真
教育，成就精彩的自己。

星星点灯★
★

11月 4日上午，我特别
兴奋，因为泊头富镇张屯小
学的小伙伴要来我们学校。

这也是我和小伙伴第一
次见面。看到“绘本屋”，我身
旁新结识的小伙伴眼里满是
欢喜；走进“美美书吧”，她惊
讶地张大了嘴巴……

我最难忘的还是在陶艺
室的那段时光。

见到陶泥之后，我新结
识的小伙伴是一头雾水。看
着她疑惑的神情，我便学着
一个玩陶泥老手的样子说：

“咳咳咳，首先要往陶泥里少
量多次地加水，将它和软。”
她听后学着我的样子，像模
像样地揉起来。

大概过了 5 分钟，我手
中的陶泥就被揉好了，再看
她手中的陶泥——将她的手
包裹起来，甩都甩不掉。

“哎哟，你放的水太多
啦，可以放在桌子上，等一会
儿再揉。”有了我的指导，她
最终也成功将陶泥揉好了。

之后，我们两个人将揉
好的陶泥一块做杯子底，一
块做杯身。我们将作为杯身
的那块陶泥搓成长条，一圈
圈地盘在已经被揉成圆形并
压扁的另一块陶泥上。

加水、放泥、加水、放泥、
加水、放泥……就这样，我和
小伙伴越来越有默契。很快，
一个杯子的雏形就出现了。
老师都为我们竖起了大拇指
呢。

转眼间，要和张屯小学
的小伙伴们说再见了，我们
都很不舍……虽然我和小伙
伴相识的时间不长，但是我
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我相信，我们一定还会相见。

11月 4日上午，我们迎
来了泊头富镇张屯小学的师
生代表。在我们学校“美美书
吧”，两校师生共同启动了

“蒲公英”图书漂流活动。
其实早在几天前我们就

开始捐书了。同学们都踊跃
把家里闲置的、已经看完的
书捐出来。我们在所捐的图
书中还给张屯小学的小伙
伴留了一张“书友卡”，上面
写着书名、姓名、性别、班级
等。

活动启动仪式上，我们
学校的学生代表将千余本

图书、杂志的捐书卡，郑重
地交到张屯小学小伙伴的
手中。我们学校 3位同学因
表现突出、捐的书最多，还
被授予了“最美漂书者”称
号。

英国大文豪萧伯纳说
过，“如果你有一个苹果，我
有一个苹果，彼此交换，我
们每个人仍只有一个苹果；
如果你有一种思想，我有一
种思想，彼此交换，我们每
个人就有了两种思想”。伙
伴们，让我们勤读书、善读
书、爱读书，共同成长吧。

11月 4日，我们解放路
小学联合泊头富镇张屯小学
举行了“蒲公英”图书漂流活
动。我有幸参加了这次活动。

“蒲公英”图书漂流活动
在我们学校的“美美书吧”举
行。

“这些书都是我们心爱
的书，我们想给它们找到一
个新家，希望你们收下。”“谢
谢你们的好意，我们一定会
将这份温暖传递下去的。感
谢你们的支持！”就这样，我

们的图书漂流到了更需要它
们的地方。

当天晚上，我又捧起一
本书来读，忽然想起我捐的
那本《爱丽丝梦游仙境》。此时
它在哪位同学手中呢？他或她
喜欢读这本书吗？一连串的问
号出现在我的脑海中。

想到读它的人是我远方
的朋友，虽然也许我们没有
见过面，但是能共读一本书、
共享一段美好，我心里就甜
滋滋的。

11月4日，是个令人期待的
日子，因为这一天泊头富镇张屯
小学的小伙伴要来我们学校。

我的结对小伙伴叫赵优，虽
然我对她一无所知，但心里还是
充满了期待。

早晨8点左右，一辆银色的
大巴车停在了我们学校门口，我
见了很激动。

张屯小学的小伙伴们下车
了。我立刻上前喊了一声：“赵
优！”这时，我看到一个活泼可爱
的小女孩向我走来，小声地说：

“姚瑶，你好。”我猜想，她也许是
有点不好意思吧。

为了让她尽快融入我们，我
拿出十万分的热情和她谈起我
们学校有趣的事情，并和她互换
了小礼物。可能是被我的热情所
感染，她不再拘束，和我说起他
们学校有趣的事情来。

后来，“小导游”带领我们参
观了“美美书吧”等特色教室。参
观中，赵优的脸上不时露出惊
讶、羡慕的表情，并小声地跟我
说：“你们学校真好！”

期待已久的体育节闭幕式

开始了。坐在操场中央，看着一
个个方阵从面前走过，我激动万
分。我看到赵优的脸上也洋溢着
笑容，好像她就是方阵里的一员
一样。

于是，我大声对她说：“我们
学校这样的活动还有很多。如

‘六一’成长节，我们可以拿着自
己努力得来的点卡参加各种有
趣的游戏项目；读书节，我们学
校每一位同学都是小作者，他们
写的文章有可能被选进我们学
校自己出的‘新书’里。希望你以
后多来我们学校，和我一起参加
这些有趣的活动。”

她听后频频点头，说：“有机
会一定多来看看。”我看得出来，
她非常喜欢我们学校。

之后，我们参加了“蒲公英”
图书漂流活动。那些书籍是我们
学校的学生送给张屯小学小伙
伴的礼物，希望他们也和我们一
样看更多的书。

这一天过得很快，赵优要回
家了，我有些伤感。期待我们能
再次相见。

结识新朋友
本报小记者（解放路小学5年级8班） 李昕蕾

11月4日，我认识了一位新
朋友，他叫任新亮，是泊头富镇
张屯小学一名5年级的学生。

当在校门口看到一群穿红
色校服的小伙伴向我们走来时，
我拿着写有“任新亮”几个字的
徽章大喊了一声：“任新亮！”很
快，一名男生走到了我面前，跟
我打招呼：“你好！”我将那个充
满友爱的徽章给他戴上，随之我
俩相视一笑。

来到我们学校的“美美书吧”
时，他问我：“怎么楼梯上还放着
这么多书呢？”我说：“这些书是要
全部捐赠给你们学校的。”

他听后惊喜地大喊：“这是
真的吗？这可太好了，我可以看
到更多的好书了！”从他的眼神
里，我感受到了他的开心与震

惊。我捐赠的书也在里面，希望
他能看到。

之后，我们一同到操场参加
体育节闭幕式，还一起玩了冰壶
呢。

一开始，我拿起冰壶心里想
着一定要赢。可事与愿违，冰壶
并没有被我推到红线里面。

而任新亮拿起冰壶时轻轻
一推，那个冰壶就被顺利地推进
了红线里面。真佩服他第一次玩
这个项目就能把力道掌握得这
么好。

之后，我们玩了旱地雪橇。没
玩过雪橇的我硬着头皮拿起雪
橇，吓得直呼：“救命，救命啊！”同
学们见了笑得前仰后合。

这次活动让我难忘。

11月4日，我们解放路小学
和泊头富镇张屯小学的师生代
表齐聚“美美书吧”，借图书漂流
之名，续暖暖友情。

“蒲公英”图书漂流活动寓
意深远，是我们学校和张屯小学
联合发展的共同体。这一天，张
屯小学和我们解放路小学借助

图书漂流活动，再次拉起友谊的
连接绳。

活动中，我们学校的李熙同
学将捐书卡交到张屯小学学生
代表手中。就这样，代表我们学
校学生情谊的 1000 多本书籍

“漂”到了张屯小学，活动现场响
起热烈的掌声。

爱的传递
11 月 4 日，我们解放路小

学和张屯小学的师生代表欢聚
在“美美书吧”，举行了“蒲公
英”图书漂流活动。

此次图书漂流活动意义深
远。当我们学校的学生代表李
熙将 1342 本图书、559 本杂志
和8节阅读指导微课资源郑重
地交给张屯小学小伙伴时，现
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图书在漂流，我们和张屯
小学小伙伴之间的友谊也在
增进。

“读书好，好读书，读好
书。”在书香活动的引领下，我
们两所学校的学生一起快乐
阅读、共享知识，真令人愉悦
啊！

本报小记者（解放路小学
6年级3班）张欣宇

体味读书之乐
我们把千余本图书捐赠给

了泊头富镇张屯小学的小伙伴
们。

《不一样的卡梅拉》让我们
对游历世界充满了向往，《伊索
寓言》让我们懂得了一些生活
的道理，《格林童话》《安徒生童
话》让我们对生活充满了向往，

《爱的教育》让我们懂得爱的重
要，《小河男孩》让我们学会面
对困难……

希望通过这次图书漂流活
动，张屯小学的伙伴们也和我
们一起体味读书的快乐。

本报小记者（解放路小学
6年级5班） 钱奕炜

好开心好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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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数学老师欲辅导初、高中数学家教，一对一辅导，白天晚
上随到随学，多年带毕业班，熟悉中，高考题型，注重基础，全方位
提高效率提高学生能力和成绩，突出重点难点，保证提高成绩。

（14中附近）电话：13722715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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