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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路小学
广播站

我为两会播新闻
老师交给我们晨报小记者一项光荣的
任务：播两会新闻。
是像电视里的记者叔叔阿姨一样播新闻
吗？我又激动又紧张，
妈妈帮我打印了稿子，
我看字不多嘛，
应该一会就能拍视频了吧，
读
了几遍，
却总是感觉不够流利，
心里又急又气，
忍不住在房间哭了起来，
爸爸走过来说：
“记者
在外采访时，
不管多么艰难困苦的情况都能
克服，
你这小小的困难算什么呢？
”
他给我看了
记者叔叔阿姨在荒凉的边疆采访，吃饭就是
塞几块饼干，
水也是省着喝。我又感动又羞
愧，
沉下心认真地朗读，
先一句一句读熟，
再两
句两句读熟，
最后整篇一起读。
终于熟练多了，爸爸妈妈帮我架好手
机，一遍过！他们都为我开心地鼓起掌。
拉萨路小学二（12）班 郁之钧
指导老师 周 雪

第一次读两会
刚开学不久，
老师通知南京晨报小记者
可以报名参加童声读两会活动，
听到这个消
息我很开心，
因为我喜欢参加各种各样的活
动。但是，两会是什么，我真的不知道。
回到家我问妈妈，妈妈告诉我，两会是
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开两会就是大家选出来一些很厉害的
人，一起为了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幸福提建
议想办法。这真的是很有意义的事呢！那
通过我的声音把两会的新闻读给大家听也
是很有意义的事吧！

汉江路小学
广播站

于是我让妈妈把老师发来的新闻稿打
印出来，我先把不认识的字标上拼音，把不
理解的句子请妈妈解释给我听，
然后通读了
五遍，读熟了之后再加快速度，加入感情又
读了五遍。接着我穿上拉小的校服和南京
晨报小记者的大红马甲，系上鲜艳的红领
巾，
面对着镜头大声地把新闻读出来。可是
一面对镜头我就会紧张，录了好多遍，不是
读错字就是口齿不清，腿都站酸了，喉咙也
读疼了。妈妈鼓励我再坚持一下，
我也给自
己打气：
“小木加油！”
录了半个多小时之后，
我终于清晰完整地读完了整篇稿件！好开
心啊！不久，听说我的视频被选上了，我高
兴地跳了起来！这真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啊！
拉萨路小学二（1）班 王小木
指导老师 钱舒婷

我的自然笔记
我们二年级寒假“慧”生活的研究主题
是自然笔记。我选择观察被称为“自恋之
花”
的水仙花。
春天的一个早上，
我家的水仙花发芽了。
刚发芽的水仙花像拼音
“r”
。过了几天，
水仙花长叶了，
这时水仙花又像一根大葱。水
仙花开后还像一棵只剩几片叶子的大树，
虽然
有一些花已经枯了，
但是我还是能闻到它的香
味。闻到了它的香味，
就好像在夏天吃上一口
凉凉的、
甜甜的西瓜，
令人难忘。
真是百变的水仙花。
拉萨路小学二（7）班 路明达
指导老师 傅佩珺

樱花小道，我的乐园
春暖花开，
我盛情邀请您来我们学校，
因
为那条美丽的樱花小道一定会让您流连忘返。
初春，樱花的花芽便早早苏醒，娇羞的、
怯怯的，
似乎正低头和脚下零星的小野花呢
喃细语。一场春雨过后，天气暖了，满树的
樱花仿佛一夜之间全开了，竞相斗妍起来。
它们大片大片地盛放，
如天边的云彩飘落枝
头，小道变成了一片粉色的云海，粉得令人
心神荡漾。我和同学们一下课就冲向樱花
小道，一会儿尽情奔跑，
一会儿驻足观赏，恣
意极了！老师带着我们在树下拍照，
它是校
园里最靓丽的一道风景。
过了几天，风姑娘来了，她轻轻吹了一
口气，那些樱花的花瓣儿随风飘落，满天飞
舞，
好一幅美丽的图画啊！我们在树下笑啊
跳啊，好开心！樱花小道，
你是我的乐园。
汉江路小学四（1）班 刘涵彧
指导老师 周文军

精彩的拔河比赛
当周老师宣布要与（3）班拔河比赛时，
我们激动极了。可“爱操心”们却皱起了眉
头，有了几分担忧，毕竟（3）班身材高大者
众多……既然力量上有悬殊，
咱们就要努力
提升技术。赛前，周老师请来体育老师，对
我们进行了全方位指导。
很快，到了比赛的日子。操场上，一股
“不拔倒你绝不罢休”的暗潮涌动着。交叉
排队，起绳，用力伸展五指，握绳，半蹲，下

怡馨花园小学
广播站

台上五分钟，台下十年功
“我的梦起航于长江！
”
“我的梦孕育于黄
河！
”
一句句充满力量的话语在怡馨花园小学的
上空回荡。这是我们班在国旗下展示呢！激
昂的朗诵加上优美的舞蹈，
同时伴着花球的欢
乐挥动，
展示很精彩，
获得了热烈的掌声。
这么好的展示效果来之不易，
这要从上
两周的排练说起。我们在排练中可吃了些
苦头，舞蹈的动作尤其难记，大部分动作都
是不重复的，有些动作总是记不住，集体排
练时大家都露馅了：
有的挠着头想下一个动作，

今天我当播音员
我们学校的“小水滴广播站”真是个神
奇的地方。有趣的栏目总是把我们的耳朵
紧紧吸引。没想到有一天，老师竟然推荐我
做一次小水滴广播员，这可把我激动坏了，
我要把我最喜欢的《微微》与大家分享。
“《微微》，很少同学听过它，我特别喜欢
它的歌词。”我手持麦克，深情地娓娓诉说，
“微微是一个个渺小的个体，可是所有的伟
大都是由这些微不足道组成。我们渺小，但
并不弱小。”辅导员老师微笑着给我竖起大
拇指，我情绪激昂：
“ 点滴之水，可以穿石。
我们可以拥有坚韧不拔的毅力，载着希望，
孜孜不倦地前进……”
空灵又清澈的歌声通过广播流淌出来，
同学们用心地听着、听着……今天我当播音
员，
真得很开心！
汉江路小学三（3）班 赵睿晨
指导老师 刘 莉

琅琊路小学分校
天润城小学
广播站

表演的启示
上星期，
我们迎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
刻——国旗下的班级展示。
排练时，我不时地会偷笑，因为我认为
舞蹈动作太过于简单了。可到了真正表演
的时候，我的手脚不禁发抖起来，紧张到不
停做深呼吸。要知道，学校里认识我的人数
不胜数，
课外班的同学、幼儿园同学、足球训
练的同学……如果失误了，那我的形象不就
毁了吗？突然，音乐响起了，我和同学们跳
起了舞蹈动作。我扫视着台下，
看着观众们
的表情。忽然，我的好朋友转过头来笑了
笑。嗯？该不会是笑我们动作很怪吧？还是
在笑我一个？心中的杂念纷纷涌上头。
“你干
吗呢？
”
白靖辰悄悄地提醒我。完了！我慢了
一拍！我赶紧调整好心态，
好好跳舞。
看来，
我们无论做什么事，
都要专心致志
地完成，
不要心怀杂念，
否则就会适得其反。
怡馨花园小学五（5）班 金牧妍
指导老师 刘 峰

压，
人人神情严肃。
“哔——”哨音响起，我们
按照节奏，
统一发力，
“一二拉！一二拉！”双
手在绳子的摩擦下又热又疼。力量的悬殊
很快让我们的队伍晃动起来，
“ 稳住！下
压！听节奏！”周老师大声提醒。她的声音
就像定海神针。也许是对手心浮气躁，绳子
居然明显被拔了一点过来。
“他们乱了！加
油！”不知谁高喊一句，我们瞬间燃爆了小宇
宙，
一下子把绳子拔过了界。
我们又轻松赢了两次，兴奋得无与伦
比！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众志成城，同
舟共济。
”古人诚不欺我也！
汉江路小学四（1）班 李书悦
指导老师 周文军

有的人用祈求的眼神直盯着老师，
有的人差点
把腿扭到一起，
这场面可够乱的。排练老师看
到这种情况，
知道我们离真正演出还有不小的
距离，
于是让我们一遍又一遍地排练，
直练到满
头大汗，
直练到双腿都麻木了……
努力是有回报的，
还真是
“台上五分钟，
台下十年功”
呀！
怡馨花园小学五（5）班 孙雅曲
指导老师 刘 峰

收获多多的表演
上周是我们班的国旗下展示。展示前，
我们信心十足，舞蹈排练了很多次，诗歌朗
诵《中国梦》也被我们读得滚瓜烂熟。这还
是我第一次站在舞台中央用麦克风说话呢。
我们接过老师的话筒，
依次开始朗诵。轮
到我说话时，
我一紧张愣了一下，
还好旁边同学
提醒了我，
我胆怯地把那八个字说出来——
“我的梦起航于长江。
”
可能是声音太小了，
薛雅
文告诉我大胆一些，
我明白地点了点头。第二
次该我朗诵时，
我比前一次稍微好了一些，
声音
没有太小，
也没有颤抖；
第三次，
我清清嗓子，
声
音洪亮地说道：
“我自豪，
我是龙的传人。
”
话音
刚落，
台下的同学纷纷为我鼓掌。
诗歌朗诵完，我和其他同学展示舞蹈。
因为站在 C 位，我不能有丝毫差错，每一个
细节都做到位……在这次表演中，
我不仅锻
炼了自己，还增加了与同学的默契度，收获
甚多。
怡馨花园小学五（5）班 焦禹维
指导老师 刘 峰

美丽的校园
我们的学校天润城小学坐落在美丽的
江北新区，离长江边只有 3 公里的距离，是
一座美丽如画的校园。
每天早上从学校北门进入学校，
首先映
入眼帘的是宽阔的操场，
操场中央是庄严的
升旗台。每到周一，
我们就会在操场上举行
庄严的升旗仪式，伴随着国歌，五星红旗冉
冉升起，老师和同学们一起高唱国歌，从内
心生出对祖国的热爱。
沿着小路往东走，就到了我们的教学
楼，教学楼一共有四层。教室宽敞明亮，每
个教室都配有现代化的电子教学设备。每
天早上晨读的时候，
整个走廊都可以听到整
齐的读书声，
同学们的学习劲头可大了。
我们教学楼里还有音乐室、美术室、科
学实验室等功能性教室，每次在里面上课，
都可以感受到浓厚的艺术气息。我们的校
园很美丽，我爱我们的学校，我爱我们的老
师，
我爱我们的同学！
琅琊路小学分校天润城小学一（4）班 穆子涵

爱在校园
校园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给我们关心；
校园是一本浩瀚的词典，
让我们汲取知识；
校
园是梦想的乐园，
给我们带来无尽的欢乐。
你听——这时一阵阵欢快的笑声从教
室里传出来，
同学们笑得不亦乐乎。这是一
间充满爱的教室，
因为我们即将收到老师送

给我们的礼物。校园明确规定不能带零食，
担心我们吃了零食而影响吃饭。但是有些
时候，老师还会给我们准备一些小惊喜，奖
励我们、
鼓励我们。我们会因为这个小小的
惊喜而快乐一整天。
在这里，
不仅有知识的甘露任大家吮吸，
有思维的天空任大家翱翔，
有智慧的宝库等
大家开启，
还有未知的世界等我们去解谜！
琅琊路小学分校天润城小学一（4）班 汪子暄

春天的种子
回到熟悉的教室，和老师、同学们在一
起的每一天，我都是快乐和幸福的。通过上
一学期的努力，我收获了许多，也成长了不
少。在担任班级副班长的过程中，
我锻炼了
自己的组织能力，也积累了管理经验。在班
主任辛老师的带领下，在全体同学的共同努
力下，我们班级取得了许多成就，班级荣誉
榜上贴满了金灿灿的奖状。
校歌比赛时的情景历历在目。那天，
在学
校礼堂，
我们统一着装，
还化了美美的妆。作为
领唱，
我还穿上了礼服裙。通过前期一次次的
排练，
我们信心十足，
终于轮到我们上场了，
音
乐响起，
“扬子江畔，
书声琅琅，
活力润园中百花
绽放……”
是啊！既然是花朵，
我们就要大胆
绽放。最终我们获得二等奖的好成绩，
在校级
比赛中，
我们作为一年级的新生，
比的是自信、
比的是胆识，
老师说我们个个都是棒棒的！
“如果说每一粒熬过冬天的种子都有一个
关于春天的梦想，
那么我们就是那粒种子。
”
春
暖大地，
万物复苏，
我们为每一粒种子的开花结
果喝彩，
为描绘下一个春天的锦绣画卷加油！
琅琊路小学分校天润城小学一（4）班 陈梦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