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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节，为妈妈制作一杯咖啡

校园新闻大看台

防灾减灾日
三元实小模拟演练地震逃生
“5·12”，全国防灾减灾日，为了普及
地震逃生常识，加强全校师生对防震减灾
及防踩踏知识的教育，强化安全意识，增
强自救自护能力，苏州市三元实验小学开
展了地震逃生模拟演练活动。
在活动演练前，演练总指挥陈老师通
过校园广播，对防震演练的要求、步骤、疏
散次序等程序作了详细的讲解。他还对
在地震中如何保护自己做了详细的说
明。他要求全体师生重视演练活动的具
体步骤，
明确其重要性和必要性。
随着第一次警铃的响起，此次地震逃
生模拟演练正式开始。
一楼的所有学生在老师的带领和呵
护下，立即拿起书本或书包保护头部，并
有序地跑出教室。教室外排成一路纵队，
不慌张、不拥挤地迅速往操场疏散。

第二声警铃响起，二楼的所有同学同
样在老师的带领下有序地疏散出教室，在
楼梯处，有遇到先下楼梯的队伍，让先下
的队伍先走，然后有秩序地紧随其后。
第三声警铃响起，三楼的师生同样快
速有序地疏散出来。同学们有的手拿着
书本，挡住了头部；有的双手抱头。大家
都有序地下楼，平安地来到安全地带。
整个活动中，负责的老师不断提醒学
生在教室门口、走廊、楼梯口等通道较窄
的地方不要拥挤、推搡，提醒大家保护好
自己。
一排排疏散队伍在老师的带领下穿
过教学楼，穿过走廊，到达疏散集合点
——学校操场。同学们身临其境，仿佛就
在现实的地震灾难中逃生。全程紧张严
肃，
但不失有序和迅速。

集合完毕后，陈老师对此次演练作了
总结和点评，并希望我们要加强自身的防
灾意识，
学习了解更多的逃生知识。
此次演习，让我们了解了基本的抗震
自救方法、熟悉了学校紧急疏散的程序和
路线，也提高了师生紧急避险的自救自护
和应变能力。同时通过此次演练，也体现
出三元娃在突发事件面前不慌张、不盲目
的良好素质，体现了三元娃听从指挥、团
结互助的良好品质。
其实，三元实验小学非常重视日常的
安全教育，经常开展各种活动进行安全教
育的宣传，如消防演练、防灾疏散演练、防
暴演练等等。通过一系列活动的开展来
提升学生的自我防护意识和保护自己的
能力。
三元实验小学 林秋语

成大实小党支部
开展“党风廉政教育宣传月”
活动
近日，苏州高新区成大实验小学党支
部开展
“党风廉政教育宣传月”
系列活动。
学校支委会召开一次廉政专题学习
会，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
建设的意见》和市纪委、苏高新教工委
关于“ 党风廉政教育宣传月 ”活动的总
体部署和具体要求，增强领导班子敬廉
崇洁意识。
成大实验小学全体党员利用“共产
党员”网，观看《周恩来的党性之光》。并

给学校领导干部家属发一封“建设廉洁家
园，共享幸福生活”家庭助廉倡议书，从加
强学习、严格自律、防微杜渐、崇德向善等
方面，呼吁干部家属以德治家、以情暖家、
以廉养家，当好廉政法规的宣传员、廉洁
家庭的守门员、勤政廉政的监督员。
学校组织学生讲述“廉洁”小故事。
孩子们认识了铁面无私的包青天，两袖
清风的于谦，一心为民的焦裕禄等，培养
了学生崇尚廉洁、诚信守法的意识，引导

学生做一个正直无私、光明磊落、勤俭节
约的人。
“党风廉政教育宣传月”活动的开展，
营造了浓厚的风清气正的校园政治生态
和建功立业新时代的氛围，提高了广大党
员干部和师生职工知敬畏、存戒惧、守底
线的自觉性。全体党员立志将齐心共建
和谐校园、廉洁校园，以优异成绩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成大实验小学 李建玲

爱心相伴 “ 救” 在身边
狮山实小开展世界红十字日主题讲座
近日，狮山实验小学开展了世界红
十字日暨红十字会法宣传贯彻的主题讲
座活动——
“爱心相伴，
‘救’
在身边”。
本次培训的内容主要包括救护概
论、心肺复苏技术、常见急症、气道异物、
现场创伤救护五个方面。在培训过程

中，红十字会救护培训师——严老师采
取理论讲解与示范教学相结合的方法，
讲解风趣幽默，通俗易懂，示范专业标
准，特别是在心肺复苏技术的教学上，
严老师手把手地指导学员利用模具进
行心肺复苏技术操作演练。

通 过 这 次 培 训 ，老 师 们 学 到 了 基
本的救护知识和在现场实现安全自救
和 互 救 的 基 本 技 能 技 巧 ，更 使 我 们 懂
得了生命高于一切，珍爱生命，从我做
起。
狮山实验小学 唐烁文

科技放飞梦想 金色小学科普周拉开帷幕
近日，苏州高新区金色小学第九届校
园文化艺术活动之科普周揭开了序幕。
科普周期间，每一个班级都认真准
备，每一个同学都全情参与。科普周丰富
多彩的系列活动，点燃了孩子们参与的热
情，同学踊跃参与了“纸飞机留空”
、
“纸牌

搭高塔”
、
“科学幻想画绘制”
、“四驱车轨
道竞速”等等活动，或写或画，或触摸或感
觉，趣味盎然地走向科学世界的过程中，
充分体验到了科技创新带来的无穷乐
趣。校园里，形成了学科学、爱科学、用
科学的浓厚氛围。

通过本次活动，希望校园里，能处处
感受到孩子们充满创意的探索精神以及
在科技创新的蓝天中自由飞翔的身影，用
激情、活力和聪明才智尽情演金色小金豆
的风采！
金色小学 谢梦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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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子小记者
喜游莫干山（选段）

暖暖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

苏州高新区实验幼儿园母亲节活动现场。

在母亲节来临之际，苏州高新区实
验幼儿园的小朋友们采摘下自己亲手种
植了半年的花卉，扎成一束束美丽的鲜
花送给妈妈，表达对妈妈的爱，
这份承载
着辛劳和智慧的花束感动了所有的妈
妈，
大家表示这是母亲节最好的礼物。
苏州高新区实验幼儿园 严晓静

C3

近日，
我们在扬子晚报老师的带领下，
迎着春风，
踏着晨露，喜气洋洋地来到了浙
江莫干山。
一下车，眼前就呈现出茶林，青山，翠
竹，
一片绿意盎然。
接着，
我们上山采了绿油油、鲜嫩的茶
叶，
感受劳动人民的辛苦和欢乐。下午，小
伙伴们还一起滑滑梯，
玩非洲鼓。
晚上，同学们和家长们一起参与火焰
掌表演。晚饭后大家还聚在一起举行了无
比热闹的篝火晚会。
金阊实验小学四（5）班 蒋子杰

今天是母亲节，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参
加了沐之源咖啡书屋举办的“为妈妈制作一
杯咖啡”
的活动。
活动开始了 ，我和关舒予一组在一楼
制作咖啡，我俩进入咖啡吧台，老师为我们
科普了咖啡知识及操作步骤，随后，我们倒
了半杯冰牛奶，再用半自动咖啡机将咖啡豆
手磨成粉，再压平，加水泡成咖啡，再把冰牛
奶倒入咖啡杯中拼成图案，用焦糖在上面随
意画了几下，一幅像树叶的图案呈现在眼
前，最后一步就是端给妈妈喝了，妈妈都舍
不得喝，
可开心了！
制作咖啡活动结束后，我们还挑选了自
己觉得最漂亮的皇冠送给妈妈，今天是母亲
节，
我的妈妈戴上皇冠后就是最美丽的。
留园中心小学三（1）班 马安琪
指导老师：
顾 琴

我是小小卖报童（选段）
我拿着那一沓报纸，看着来来往往的人
群，我的心又像十五只吊桶打水一样——七
上八下；我的嘴巴像被胶水粘住了一样，始
终无法开口询问；我的腿像弱不禁风的干树
枝，
哆里哆嗦的，
无法迈出第一步。
没过多久，群里的小伙伴们纷纷传来捷
报，大家都卖得风生水起，我开始着急了，于
是 ，我 硬 着 头 皮、鼓 起 勇 气 向 一 位 阿 姨 走
去。
“ 阿姨，我是扬子晚报的小记者，您要不
要买一份报纸？只要两元钱？”说完，我咬紧
我的下嘴皮，快速地眨着眼睛，等着阿姨的
回答。阿姨看了看我的小记者帽，说：
“好
吧，我买一份吧”。随后阿姨拿出了两元钱
递给了我。
“ 谢谢阿姨”我一边大声地说，一
边高兴地拿出一份报纸交到了阿姨的手
上。
“ 爸爸，爸爸，我卖出去了”，我兴奋地大
声朝不远处的爸爸喊，并飞快地跑到了爸爸
的身边。
玉峰实验学校五（5）班 何鑫锐
指导老师：
江婷娅

习作选登
桂花糕
桂花糕是我们这里特别有名的餐后甜
点。大老远也能闻到它的香味。
桂花糕味儿好，看相也好。金黄的花
瓣，上面再铺一层透明的“果冻”，花瓣中间
撒上点绿色的汁液，再抓把清香四溢的桂花
洒在上面。你还可以摆几片薄荷，真像仙女
撒下的朵朵花儿呢！
之前我和奶奶一起到对面的小吃馆吃
桂花糕。我等不及桂花糕再凉点，就伸出爪
子一爪，
“ 啊呜”一口咬了下去，嗯……吃太
快，都没有尝到它的味道。我又咬了一小
块，嘴里顿时充满甜味，再细细品尝，你会发
现它有一股清香来自于桂花。可是最后，我
还是狼吞虎咽地把它吃完了，为什么呢？因
为它马上就变凉了啊！
桂花糕真好吃，我时时刻刻都忘记不了
它的味道，
真希望能天天吃啊！
金阊实验小学六（6）班 吴宜桦
指导老师：
朱颖颖

文具夜话
这天，佳佳书法比赛得了第一名，得意
地来跟爸爸妈妈报喜。大家都开心极了。
当天晚上，文具盒里热闹起来。铅笔高
兴地说：
“ 佳佳握着我时，姿势正确，写字就
像给我按摩一样，真舒服啊！写出来的字也
挺拔有力，这个第一名真是实至名归。”橡皮
接着说：
“佳佳用我把错字擦得干干净净，卷
面非常整洁，一定加了不少印象分。我的功
劳才是最大的。”铅笔听了，很不开心地说：
“如果没有我，佳佳怎么写字呢？我的功劳
才是最大的。”橡皮也气鼓鼓地对铅笔说：
“没有我，写错了怎么办？佳佳要被老师训
的。”它们一直吵了很久，铅笔和橡皮互不相
让。后来，
橡皮悄悄地溜到书包里去了。
第二天，佳佳上课找不到橡皮，只好把
错别字涂掉，作业本像个大花脸，结果被老
师批评了。
晚上，文具盒语重心长地对铅笔和橡皮
说：
“ 咱们文具对佳佳都很重要，只有合作，
才能更好地帮助她。”铅笔和橡皮不好意思
地点了点头。从此，
它们成了好朋友。
金色小学三（2）班 郝婧云
指导老师：
高珏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