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漯河日报社小记者团由漯河日
报社和市教育局联合发起成立，每
年通过举办 200 多场次丰富多彩的
活动，让小记者在了解家乡风土人
情、发展变迁、传统产业的同时，

综 合 素 质 得 到 全
面 提 升 ， 赢 得 了

学校和家长的认可。如今，漯河日
报社小记者已经遍布我市各中小学
校。

漯河日报社小记者部有 《漯河日
报》、《漯河日报·小记者刊》、漯河日报
小记者网、漯河日报小记者官方微信、
漯河发布5个发布平台。

漯河日报社小记者部在2021年征集
研学基地的基础上，现面向漯河市、河
南省乃至全国征集2022年度漯河日报社
小记者研学基地。

征集对象：
景区、书店、影城、休闲场所、美

食餐饮、民生服务、文化艺术、科学教

育、卫生医疗、交通运输、品牌连锁机
构、农家庄园等。

联系地址：漯河日报社广告部北侧
洽谈热线：
0395—3134517
17639595777
联系人：杨主任

漯河日报社征集小记者研学基地

了解更多小记者活动了解更多小记者活动
请扫描我们的二维码请扫描我们的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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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玲玲
11月 19日，记者获悉，由市文明

办、市教育局、市民政局、市慈善总会
和漯河日报社联合举办的“成长向上 快
乐向善”——漯河市第四届中小学生慈
善征文大赛自9月启动以来，受到全市中
小学生的关注和欢迎，已收到参赛作品
千余篇。现在征文活动仍在火热进行
中，欢迎全市中小学生踊跃参与。

慈善是什么？如果你来写一篇慈善
征文，你会想到谁？又会怎么写？在已
收到的慈善征文中，孩子们灵活运用不
同的写作手法，从校园、家庭、社会等

方面找寻素材，以妙笔分享慈善故事、
感悟慈善精神、传播正能量。在作文
《慈善就在我们身边》中，作者讲述了自
己在下雨天乘坐公交车时，将喜爱的雨
伞送给一对回家探亲的父女的故事，通
过对送伞时复杂的心理和送伞后愉悦心
情的描写，表达了慈善是每个人都要具
有的品德、慈善就在我们身边的观点。
在作文《让善溢满人间》中，作者列举
了慈善家陈光彪事业成功后的慈善之
举、男孩在地震中“逆行”帮助后排坐
轮椅的同学、大学生自发排队帮助家庭
困难的卖煎饼阿姨等事例，诠释了自己

对“慈善”二字的理解，并呼吁大家对
世界怀一份善意、用自己的点点微光温
暖人间。《慈善路上，一路有我》的作者
围绕发生在学校的两件事：自己因家庭
困难受到学校救助，同学患病时学校组
织捐款、自己积极参与献爱心活动，写
出了自己对慈善精神的深切感悟。

参赛作品题材丰富、角度新颖。作
者用细腻的笔触记录下那些难以忘怀的
故事和内心的感动，展现自己对于“慈
善”的思考和理解。

征文活动将于11月30日截止，欢迎
大家踊跃投稿。投稿作品必须为原创，

题目自拟，体裁不限。其中，小学组不
超过600字、初中组不超过800字。需注
明作品名称及组别、作者姓名、学校、
年级、指导教师姓名和联系方式，以
Word 格式发送至邮箱 lhcshzhw@163.
com。

征稿结束后，所有参赛作品将由大
赛评审会审稿，最终评选出中学组和小
学组获奖作品。大赛获奖结果将于11月
底在《漯河日报》、漯河日报社新媒体及
漯河慈善网上公布。同时，市慈善总会
将把优秀作品推荐至省慈善总会参加全
省评选。

分享慈善故事 感悟慈善精神
我市第四届中小学生慈善征文大赛即将截稿，快来参加！

■郾城区许洼小学三（4）班
孔祥恩

今天第一次上足球课，我心情激
动，一大早就换上老师要求穿的运动
服。下午上体育课时，我听到了学校
广播里的通知：三年级的足球队队员
请到操场集合！我兴奋地和同学们一
起奔向操场。

教练早早就等在操场上了。同学
们到齐后，先做热身运动，围着操场
跑完两圈后，教练正式上课了。这节
课我们要学射门和颠球。教练先讲了

动作要领：用脚背踢球，脚腕必须
绷紧；颠球过程中足球不能落地，
用脚面颠球。教练给我们做了示范
动作。他带球一段后又加速跑，抬
起右脚抽射，只见足球划出一道优
美的弧线后直奔球门而去，好准
呀！教练漂亮的动作赢得阵阵掌
声。接着教练用左右脚熟练地颠起
球来，足球在他的脚面上蹦来跳
去，上下左右交替，很有节奏感，
看得我们眼花缭乱，又一阵热烈的
掌声响起。

接着我们分组按照教练的要求开
始练习。颠球时，刚开始我不能自如
地操控足球，一个、两个，颠第三个
时足球便不听话了，飞到一边去了。
我捡回球，耐心地练习。九个、十
个、十一个……我终于能颠十个以上
了，好开心!

我看同学们个个都练得很起劲
儿，虽然满头大汗，但很开心。这时
下课铃响了，我们还意犹未尽。回教
室的路上，同学们还在讨论并期待着
下周的足球课。

■源汇区嵩山路学校四（2）班
侯雯博

清晨，欢快的音乐响起，同学们像小鱼
儿一样从教室里涌出，来到运动场上。

教学楼前的场地上，低年级的小朋友
在跳皮筋。他们像阳光里的小精灵蹦蹦跳
跳，“马尾辫”“羊角辫”有节奏地晃动
着。

国旗台前的广场上，高年级学生在练习
运球。篮球“扑通扑通”地撞击着地面，像
闷雷滚动，又像千万匹战马在奔腾，气势冲
天。

行政楼前，一些同学在练习武术。伴着
“嘿嘿、哈哈”声，他们时而弓步挺腰，时
而迅猛出拳，时而出腿横扫。那架势像雄鹰
展翅、像猛虎下山，好看又充满力量。

我在运动场踢足球，足球像只小袋鼠在
我的脚面上跳跃着。一旁的李晨源每次都把
球踢得高高的，还能轻巧地用脚接住，真厉
害！希望他能成为下一个“贝利”。

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
指导老师：刘波涛

快乐的课间

■源汇区受降路小学四（4）班
魏嘉涵

国庆节放假期间，我和妹妹一起
去沙澧公园游玩。

秋天的河堤好美。阳光下，碧绿
的河水波光粼粼，像一面亮闪闪的大
镜子。河面上有几只小船随波荡漾，
河岸边的垂钓者悠闲自在。河坡上有
数不清的树木：火红的枫树、金黄的
银杏树、绿油油的四季青……一阵秋
风吹过，飘来了桂花的清香。三三两
两的游人漫步在林间小路上。几只小
鸟在枝头跳来飞去，唱着动听的歌。

穿过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我们
来到金沙滩。这里热闹极了，小朋友
们在玩沙子，这儿一群、那儿一堆。

有的小朋友正往小桶里装沙子，有的
在沙滩上翻来滚去，还有的小朋友脱
了鞋子，把小脚丫埋进沙子里。大人
们坐在沙滩边谈天说地……我和妹妹
迫不及待地脱掉鞋子，赤脚踩在沙
子上，那细细的沙子抚摸着我的脚
底板，舒服极了。我们拿出工具，
打算堆一座城堡。妹妹用手把沙堆
拍平，我挖凿雕刻，忙个不停。很
快，一座雄伟壮观的古城堡成型
了，连绵不断的城墙也堆好了。我
举着小铲子，得意地喊道：“美丽城
堡，我的家！”我这一喊，旁边的小
朋友都被吸引过来。

这个假期我过得真开心！
指导老师：杨雪玲

沙澧公园游记

■市实验小学六（1）班
王贵堡

“400 米 跑 步 比 赛 ， 1 号 、 2
号……14号、15号……”体育老师
在点名分组。我竟然和很瘦的吕崇正
一组。“太好了。对付他，小菜一
碟。”我暗自窃喜。

先上场的是李欣桐和张明。他俩
站在起跑线上，目视前方，脸绷得紧
紧的，谁也不甘示弱。“开始！”老师
一声令下，他们两个像脱缰的野马，
一下子冲出去了。欣桐迈着大步子，
使劲甩着胳膊；张明拼尽全力奔跑，
像一道闪电。同学们高喊“加油”，
助威声一浪接着一浪。最终张明胜
出。

轮到我们组了，我和吕崇正摆好
起跑姿势。我偷偷看了看吕崇正，只
见他身体前倾，咬着牙、挺着脖子，

准备与我一争高下。
哼，想跑过我，自不量力！
老师一声“开始”，我像飞弹一

样冲了出去。风呼呼地在我耳边吹，
我一下子超过了吕崇正。哎，谁叫他
太瘦呢？一圈、两圈……他被我远远
甩在身后。

到最后一圈了，我的腿就像灌了
铅一般，每迈一步都是沉重的。这
时，吕崇正赶上来了。我想加快步
伐，但双腿不听使唤。吕崇正从我身
边跑过。看着越跑越远的他，我心里
万分焦急。

“加油！”“加油！”……全场给我
打气的声音此起彼伏。我握紧拳头、
咬紧牙关，自己都能感觉到胖胖的脸
蛋随着奔跑颤动着。就剩50米了，
我拼尽全力冲向终点。

指导老师：宋晓焕

跑步比赛

■源汇区实验小学五（3）班
赵一涵

上课铃响了，老师拿着一个装有
黄色液体的小瓶子走进教室。同学们
议论纷纷，不知道老师要干什么。

“今天我们要玩吹画。”老师告诉
我们，黄色液体就是吹画用的颜料。
我们都被吸引了，内心充满期待。

老师给每人发了一张纸，又在
纸上倒了几滴黄色颜料。看着圆溜
溜的颜料水滴，我打算吹出一个人
形来。我鼓起腮帮子，对着水滴

“呼呼”地吹起来，可水滴很不听
话。我又小心翼翼地吹气，可它依
旧和我作对：我向上吹它往旁边
跑，我往左边吹它往下边跑，有时
还“四散奔逃”，很难控制。忙活了
一阵子，我只吹出了一个“四不
像”。

我环顾四周，同学们仍在认真
地吹着。这时，老师走到我身边，
叮嘱我不要着急，控制好气息，一
定能成功。我平复一下心情，给自
己打气，又向老师要了一份材料。
我调整吹气力度，“呼、呼——”这
次，颜料水滴听话多了。我先吹出
一个人的身子和脑袋，又吹出了大
胡子……一直吹得腮帮子开始痛
时，吹画终于完工了。

我把吹画交给了老师后，又欣
赏起其他同学的作品，一张比一张
有趣，有的像章鱼，有的像凤凰。

老师对我的作品给予了好评，
夸我有想象力。那一刻，我心里美
极了。 指导老师：周潇煜

吹画

■漯河小学四（6）班
黄格菲悦

我的弟弟留着“西瓜皮”的
发型，又白又胖，是个出名的

“小财迷”。
他从小就喜欢往家里捡各种

各样的东西：鹅卵石、金属片、
别人丢弃的玩具……他口袋里总
是沉甸甸的，还缠着妈妈问这问
那：“这是宝石吧？值不值钱？”

“这个还能修好吗？……”弄得妈
妈哭笑不得。

弟弟长大了，开始对钱产生
了兴趣。妈妈给他一个存钱盒。
从那以后，他每天抱着存钱盒在
家里搜索，所有房间都不漏过，
就连床底下、窗台上也隔三岔五
检查一番。弟弟眼睛特别亮，忽
闪忽闪的，像探照灯一样搜索家
里的每一寸地方。偶尔捡到一枚
硬币，他便兴奋地装进存钱盒，
再捧起存钱盒用力摇晃几下，仿
佛摇一摇钱就能变多似的。无聊

的时候他便打开存钱盒盘点自己
的资产——把钱全部倒出来，先
把纸币数一数，放在一边，再把
硬币按面值分类，然后一个一个
地数。

弟弟虽然是个“小财迷”，却
并不小气。有一次我们全家要去
聚餐，发现没有饮料了，爸爸让
我去买，弟弟却从他的存钱盒取
出了 50 块钱，大方地说：“姐
姐，去买吧！”那样子，很阔绰。

哈哈，我弟弟是一个大方的
“小财迷”。 指导老师：王维真

“财迷”弟弟

■源汇区嵩山路学校三（1）班
张玟萱

我过生日的时候，妈妈送我
一个特别的礼物——一只可爱的
小仓鼠。

小仓鼠有两颗大门牙，还有
一身洁白的毛，摸起来软软的，
舒服极了。它刚来我家时很胆
小，躲在窝里一动不动，圆溜溜
的大眼睛经常惊恐地瞅着我。

我们熟悉后，它总追着我跑
来跑去，我也常常喂它一些好吃
的。

它吃东西的时候可有趣了。
一次，我送给它一个比它个头儿
还大的胡萝卜。它先是左右看
看，凑上去闻了闻，又后退了几
步，继续左右瞧瞧。过了好大一

阵子后，它终于下口了，先用自
己的大门牙把胡萝卜皮咬下来，
然后开始大快朵颐，发出“咔
嚓、咔嚓”的声音。

小仓鼠真是太可爱了。这个
生日礼物我很喜欢！

指导老师：刘波涛

生日礼物

■源汇区外国语小学五（4）班
林庄政

姥姥送给我一辆永久牌自行
车。橘红色的炫酷车身两边贴着
英文，时尚美观；精致的皮质车
座可以灵活地调节高低；黑粗的
轮胎结实威武。我很喜欢它，给
它取名大橘。

我经常骑着大橘到小区的广
场上炫酷。看着小朋友们羡慕的
目光，我心里美滋滋，双脚轻轻
一踩，车轮就像风火轮一样飞快
转动。“嗖——”大橘如离弦的箭
一样向前冲去。风在我耳边“呼
呼”地吹，身边的树木、楼房快
速向后跑去。如果我轻轻一捏刹
车，“吱”的一声，飞快旋转的车
轮就停住了。嘿！大橘特别听
话！我抚摸着大橘，对它的优秀
表现很满意。每次骑行，我心情

便格外舒畅，总想高歌一曲。
每到周末，我就会把它擦得油

光发亮，像涂了一层蜡。当我烦恼
时，骑着它吹吹风，所有的烦恼都
烟消云散；开心时，我骑着它和朋
友一起去游玩，内心充满欢喜。

我心爱的自行车，陪我度过了
快乐的童年时光。

指导老师：郭翠琴

心爱的自行车心爱的自行车

■市第二实验小学五（1）班
郑景尹

我的妈妈是这样的：年过四
十，身体微胖，总是扎着丸子
头，喜欢练瑜伽、购物。

妈妈经常献血。姥姥告诉我，
妈妈上高中时就开始献血了。她对
小动物也十分怜爱。一次，她正在
开车，突然一只小猫窜到了马路
上。她立刻紧急刹车，结果自己的
头撞在了方向盘上。

“奶茶沏好了，趁热喝。”“下
雨了，要多穿件衣服。”“作业写
了吗？字体要规范。”……妈妈每
天任何事都要操心。

小学三年级的深秋，一天放
学，老天不作美，大雨骤至。我站
在校门口，一个熟悉的身影往我这
边跑过来，仔细一看，竟然是妈
妈，我欣喜若狂。妈妈一手打着雨

伞，一手提着一个装衣服的袋子来
到我身旁。“走，同事张阿姨托我
接一下她的孩子。这衣服是她孩子
的……”我看着妈妈被雨水淋湿的
衣角、裤腿，鼻子不由一酸。唉，
我竟有这样的妈妈。

这就是我的妈妈。朋友，你
的妈妈是什么样的？

指导老师：胡松涛

我的妈妈

一堂难忘的足球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