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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庄桥小学常报小记者活动专题

2022 年 4 月 21 日《常州晚报·小记者》13 版（作文版）刊登
了 4 篇小记者的优秀习作，经过在微信公众平台的展示和投
票，截至周三中午十二点，《美丽的小池塘》觅渡教育集团广化
校区 张云鹏获得“我最喜爱的作文阅读”票数第一。请张云鹏
小记者于 4 月 30 日前，凭小记者证与本版报纸版面，前往常州
报业传媒大厦 1202 室（和平中路 413 号）领取由时光礼摄影基
地提供的个性定制礼兑换券（需预约拍摄时间）。

投票前三名：
《美丽的小池塘》觅渡教育集团广化校区 张云鹏
《炖蛋有感》解放路小学 毛晋南
《“小风暴”》安家中学 徐菲
关注小记者微信公众平台（小记者微信号：czxjzxh），参与

“我最喜爱阅读的作文”评选，给自己喜欢的文章投上一票吧！
每期评选投票截止时间为每周三中午十二点。

“常蕴杯”我最喜爱阅读的作文
评选揭晓

本学期，常州市小记者协会的老师来到汤庄桥小学，为常报小记者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手绘
课程——石头画。艺术知识点亮了大家的思路，小记者们纷纷拿起笔开始了专属于他们的创
作。大家奇思妙想，一笔画，一勾勒，用妙笔生花，让石头华丽变身！

小石头里的大艺术

大屏幕上出现了一块块绚
丽多彩的石头，有胖乎乎的小企
鹅；有眼神尖锐的老鹰；还有一
条条活泼的小鱼⋯⋯我们一阵
惊呼，老师告诉我们今天的活动
主题是石头画！老师将材料发
给我们，大家摩拳擦掌，跃跃欲
试！

我小心翼翼地把石头刷
上黄色，可黄色一到石头上就
变成了油光光的浅绿色，就在
我心烦意乱之际，同桌的一句
话点醒了我：“你应该上一层
底色。”我拍了一下我的脑瓜
子：“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
我匆匆上了底色，果然显色
了。接下来的过程也不容易，
我聚精会神地涂上颜色，然后
细致地把颜料抹均匀，可是却
总抹不均匀，我心里有点窝
火，但很快平复心情，拿着笔，
蘸上了颜料，把笔头往空隙的
地方画去。我瞪大眼睛，生怕
画错了地方，终于，我画出了
一只可爱的小鸡。

汤庄桥小学
四（3）班 谈曦

指导老师 俞培培

每个同学的桌上都摆着奇
形怪状的石头，有的像笨拙的脚
掌，有的像把严肃的枪，有的像
鸡蛋⋯⋯这些造型独特的石头，
我们会画出怎样别具特色的石头
画呢？我低着头看着眼前这块石
头，脑海里想着：画点什么好呢？
想了许久，我决定画小雏菊。首
先，我用尖头刷子沾上绿色的颜
料，从根部开始慢慢地画出茂盛

的叶子，画完之后，再用勾线笔蘸
肉色的颜料和粉色的颜料，分别
来画小雏菊的花蕊和花瓣，一朵
完美的小雏菊就浮现在了石头
上，看上去栩栩如生。画完之后
老师还给我们的作品拍了照，每
个人心里很是美滋滋的。

汤庄桥小学
五（3）班 张钰琳 李安然

指导老师 徐红

一拿到石头，我就迫不及
待地开始创作了。我先用笔
在石头上均匀地刷了一层白
色水粉打底，然后拿出蓝色颜
料和紫色颜料画背景，上半部
分涂紫色，那是即将被黑夜吞
噬的天空，下半部分涂蓝色，
宛如微风吹过，泛起粼粼波纹
的大海，过渡的地方反复刷几
遍，让渐变显得更加自然。不
一会儿背景就层次分明地显
现在我的眼前。我用勾线笔

蘸了些粉白色，轻点了几下，
那小白点就在石头上跳起了
芭蕾。瞧，一簇簇粉白的小花
就相继开放了，再添上几根枯
黄的干树枝，远处又用金色点
染出夕阳的光辉。不一会儿，
一块平淡无奇的鹅卵石上就呈
现出一幅很有意境的风景画。
真是太有趣啦！

汤庄桥小学
四（4）班 曹子矜

指导老师 丁秋燕

首先老师给我们介绍了
世界上著名的四大美术博物
馆以及一些经典名画。随后，
老师告诉我们本次活动需要
我们在石头上画画，老师给我
们看了一段石头画作品视频
后便给我们发了笔和颜料，还
有个最重要的角色——石头。

我拿到这块石头后，并没
有单纯临摹老师的展示作品，
而是经过反复思考后，觉得我
的这块石头很适合画荷花。我

给石头涂上了白色和蓝色的底
色，在画了两朵荷花后，我又添
上了几叶扁舟。画完后我觉得
这幅荷花图在石头上仿佛比纸
上更活灵活现。我脑海里突然
浮现出了白居易的采莲曲：“菱
叶萦波荷飐风，荷花深处小船
通。”我想这首诗也许是在这种
意境中写出来的吧。

汤庄桥小学
五（1）班 梅熠涵

指导老师 匡雨晴

老师让我们试着在石头上
作画，看着我们疑惑不解的模
样，她播放了一段视频以作示
范，看到视频，我们才恍然大悟，
原来这就是石头画啊！看我们
明白后，老师给我们分发了石
头。

拿到工具，经过简单的构思
和准备，我最终在石头上画下了
蓝色星空下的一朵有着黄色花

蕾和粉色花瓣的花朵，以及正向
着花朵振翅飞翔的漂亮蝴蝶。

而我旁边的那位六年级的
大姐姐勾画出了大雪天中一棵
花朵盛开的梅树，虽然简单，但
胜在寒梅傲雪的美好意境，其笔
法和技法也是我所向往的。

汤庄桥小学
五（4）班 吴雨馨

指导老师 卢丽燕

鱼翔浅底，鹰击长空，
世间万物，无不因找准定
位而绽放光彩，既然如此，
又应当如何找准生命之位
置，绽放岁月之光彩？

找 准 位 置 ，应 追 随 梦
想。仍记得《寻梦环游记》
中 男 孩 的 祖 父 说 的 一 句
话：“人生命的意义，便是
追逐梦想。”可见，梦想亦
可指引位置。广西壮族自
治区聋哑女孩江梦南热爱
生命健康学，便从小就朝
着这一方向，不断追逐、前
进，终于在近年如愿以偿，
考上了清华生命健康学的
博士；自小酷爱武打的成
龙，在高中毕业后，不顾家
人的反对，牢牢地锁定住
了武打这一表演类别，数
百次尝试，终成一代大家，
在这一领域绽放光彩！

找 准 位 置 ，应 立 足 国
情。那句“为中华之崛起
而读书！”至今仍被后人相
传；“横眉冷对千夫指”的
鲁迅，为了挽救当时日益
颓落的华夏，弃医从文，以
国家兴旺为己任；杰出科
研工作者袁隆平，立足国
情，为广大人民的吃饭问
题提交了完美的答卷，他
并未因外界干扰而迷失了

自己的位置，反倒在一次
又一次的打击中愈发明确
了自己的位置。若没有这
些伟人们正确的立位，又
何来如今的盛世安康，何
来如今的岁月静好？总而
言之，立足国情乃立位之
本也。

找 准 位 置 ，应 心 存 善
念。生长在满是玫瑰的地
方的张桂梅，因年轻时一
次支教经历，深受感触，决
定留在生活条件艰苦的山
中，扶助一批又一批女高
中生圆了大学梦；感动中
国人物白方礼，退休后坚
持蹬三轮车，把蹬三轮换
来的钱悉数捐给学校；优
秀党员雷锋，主动帮助他
人，虽并非惊天动地的大
事，但他的表现，确立了独
属于他的位置，永远是人
民的儿子。“人之初，性本
善。”坚守本心，严于律己，
才会绽放光彩。

不断奋斗，找准位置，
绽放光彩！吾辈之青年，
让 我 们 共 同 谱 写 壮 丽 华
章！美好的蓝图将由我们
共同绘制！

溧阳市燕山中学
九（4）班 钱睿泽

指导老师 杨小源

找准位置，绽放光彩

慈祥的笑容，粗糙的双手，花白
的头发，微驼的背，不知疲倦的身影
闪现在我的眼前，烙在我的心里。
她，就是我和蔼可亲的外婆。

外婆是个勤劳能干的人。她总
把家里整理得井井有条，打扫得干
干净净。她在地里种了各种蔬菜，
一年四季都有新鲜蔬菜可吃：青菜、
白菜、芦笋、西蓝花、萝卜、茄子⋯⋯
外婆还做得一手好菜，每次我去外
婆家都胃口大开，吃得饱饱的。

外婆是个尽职尽责的人。退休
前她是厂里的会计兼妇女主任。听
妈妈说她做账严谨认真，从不出
错。领导安排给她的各项工作都是
尽心尽力完成，力求做到完美。她
热心帮助同事，及时调解矛盾，工作
再忙也毫无怨言。看着外婆家那一
张张荣誉证书，真为她感到自豪呀！

外婆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她乐
于助人，不管谁找她帮忙，她都会尽
其所能伸出援手。她资助了两个学
生，现在他们还记着她，感激她。家
里我穿不下的衣服，不需要的玩具
书籍等，她都收拾好送给村上的孩
子。她辛辛苦苦种的菜也经常送给
朋友、邻居和需要的人。

我淳朴、全能的外婆啊，你是我
心中闪耀的星！我要向您学习，做
个温暖有用的人。我深深地爱着我
的好外婆。外婆，有你，真好！

横山桥中心小学
三（1）班 李凌宸熹

指导老师 汤晓丹

有你，真好！

“啪嗒、啪嗒⋯⋯”随着清
脆的声响，我双手舞动皮绳，
腿 脚 有 条 不 紊 地 如 小 燕 子
般上下飞舞，虽然已满头大
汗，眼里却充满斗志。“叮铃
铃 ⋯⋯”计 时 结 束 ，我 终 于
停了下来，汗流浃背，大口喘
着粗气。原来，这是我每天在
楼道里吃力跳绳的情景。

“有进步，这一次一分钟
跳 了 147 个 ！”妈 妈 表 扬 了
我。我听了得意极了，要知道
我这个成绩多么来之不易。

开始几天，我一分钟只能跳70
多个。妈妈告诉我，跳绳可以
增强体质，还可以缓解身心疲
惫。于是，我坚持每天练习。

“啪嗒、啪嗒”，绳子拍打地砖
的声音，就像在为我加油、鼓
掌呢！有了动力，我就越跳越
快、越跳越多。妈妈每次都鼓
励我：“继续加油，你一定会成
为运动小达人！”

觅渡教育集团广化校区
二（6）班 张晗王

指导老师 赵宴

我是“运动小达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