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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华新村第二小学常报小记者主题活动

同学们，宇宙到底有多大？
星星离我们有多远？月亮上有
什么⋯⋯我们经常对宇宙发出
各种各样的疑问。其实宇宙是
没有尽头的，不信，一起来看看
哦！让我们乘坐流星，绕过月
亮，去探索神秘浩瀚的宇宙吧！

俞悦

创意手工 童心筑梦
老师给我们配发材料后

开始正式上课了，她先给我们
看了关于神舟飞船的视频，还
考 了 我 们 不 少 航 天 小 知 识
呢。

到了手工制作时间，大家
跟着老师动起手来。首先用
白色的粘土搓成一个大小刚
好的圆球，再用黑色的粘土搓

成球、压扁，贴到白色圆球上，
宇航员的头就做好了。用白
色的粘土搓出椭圆形的身子、
手、脚，用红、绿、黄色的粘土搓
成小球，贴上去。最后，用小拇
指戳一个小孔就完成了。

丽华新村第二小学
三（2）班 王奕豪

指导老师 俞悦

上

有一次我睡觉居然梦到
了王亚平阿姨，王亚平阿姨
带着我参观了她们训练的地
方，还跟我讲了好多航天知
识：神州十三号的航天员是
翟志刚、叶光富、王亚平，神
州十四号的航天员是陈冬、
刘洋、蔡旭哲。王亚平阿姨还
让我去航天员训练用的机器
上体验，我体验了离心机，刚
坐上去我有一点紧张，离心
机启动了，刚开始还好，后面

就极度眩晕，我连忙叫阿姨
把机器关掉，下来的时候我
吐了一地⋯⋯

“叮铃叮铃”，闹钟响了，
我从梦中醒来，发现我在家
里的床上，“哎，原来这是一
场梦啊！”我叹了一口气，如
果我真的变成了航天员那就
太棒了！

丽华新村第二小学
三（2）班 张清心

指导老师 俞悦

上

拿到材料后大家都迫不及
待地打开，跟着老师的讲解动
手做起来。我先拿出一团白色
粘土，搓成圆形，然后拿一点黑
色粘土搓圆后压扁，贴在做好
的白色圆球上，头就做好了。我
又取一些蓝色粘土搓成两个小
球贴在头两边做耳朵。再拿一
些蓝色的粘土做出一个扁的椭

圆形黏在模型的白色身体上，
最后用红、黄、绿色粘土各搓一
个小圆球做身体上的装饰，一
个宇航员模型就做好了。同学
们开心地互相比较着谁做的最
好看。

丽华新村第二小学
三（2）班 郑钧

指导老师 俞悦

上

制作宇航员？我可是“手
工小达人”，像这种粘土，我
肯定行。上课了，一位长发飘
飘的女老师站在大屏幕旁，
她为我们介绍了关于宇航员
及空间站的故事。“谁能告诉
我们神舟十三号搭载了哪几
位宇航员。”一个小女孩说:

“分别是王亚平、翟志刚和叶

光富。”“嗯，回答正确。”“神
舟十三号的航天任务持续多
久呢？”“两个月。”“三个月。”
我 们 班 常 馨 雅 却 说:“ 六 个
月。”老师赞许:“嗯，不错，就
是六个月。”

丽华新村第二小学
三（2）班 王梓涵

指导老师 俞悦

上

首先，我们先拿出白色的超
轻粘土，来做一个圆圆的脑袋。
第二步，拿出一些黑色粘土，先
滚成一个圆，然后将这个圆压
扁，铺在我们刚才做的脑袋上
面。第三步，拿出一点点白色粘
土，做出两个一大一小的小圆球
压扁，放在我们刚才做的脑袋上
面，再做一条白色的“线”粘在脑
袋的另一边。

脑袋做好了，下面我们就要
开始做宇航员的身体了，将白色
粘土做成一个“大”字形。再拿出
一些蓝色的粘土，把它滚圆、压
扁，做装饰，最后再分别拿出绿
色、黄色、红色的粘土滚圆⋯⋯
一个宇航员就这样诞生了。

丽华新村第二小学
三（2）班 常馨雅

指导老师 俞悦

上

老师先给我们详细讲解
了做手工的步骤，大家听得
都很认真，接下来终于可以
开始制作了。我先拿出准备
好的白色粘土，揉成圆形后
慢慢压扁，远远望去就像一
块白白的烧饼，然后再用黑
色粘土压扁贴在圆形“烧饼”
上，就成了一个护目镜，接着
做它的身体⋯⋯期间我抬头

看到其他同学都在兴致勃勃
地捏着手里的宇航员，我也不
甘示弱，终于到最后一步啦，
我把好用的颜色都拿出来开
始装饰宇航员，一个栩栩如生
的宇航员在我手上诞生了，我
感到无比得自豪。

丽华新村第二小学
三（2）班 刘羿宸

指导老师 俞悦

上

龙锦小学常报小记者主题活动

在孩提时代，泥巴和橡皮泥
是玩耍必不可少的道具；长大
后，这些有趣的小物件，依旧能
让人流连忘返。上学期，常州市
小记者协会特邀老师走进常州
市龙锦小学，同学们在看一看、
摸一摸、捏一捏、揉一揉、搓一搓
中，感受超轻粘土的神奇魅力，
一个个小宇航员在同学们的手
中，变换出各种各样的形状，一
幅幅灵动活泼、创意有趣的作品
就此诞生。 张丽东

点亮航天梦想

通过视频，我见识到中国
航天技术的先进和当代航天
人对于事业的兢兢业业，这给
我们少先队员树立了一个学
习的榜样。

视频结束后，我们便跟着
老师按照视频里的步骤做起
了粘土宇航员。在制作的过
程中，我了解了宇航员的头

盔、制服是什么样的，同时还
锻炼了自己的动手能力。

通过这次活动，我不仅收
获了制作粘土的乐趣，还培养
了我对航天的兴趣。真的是
收获满满的一次经历！

龙锦小学
一（3）班 丁钰洁

指导老师 周雪梦

下

课 上 ，老 师 首 先 给 我 们
讲了一些航天知识，我感受
颇多，从“神十三”的凯旋到

“神十四”的再次出发，我们
见证了一次次的壮举，我心
里由衷地为祖国航天事业点
赞！随后在老师的指导下我
们 用 粘 土 制 作 了 小 小 宇 航
员，想成为一名航天员的梦
想在我心中萌芽。虽然目前

对 我 来 说 这 个 梦 想 遥 不 可
及，但学习航天人的谨慎、认
真、努力与坚持，是我目前应
该努力做到的！

看着手里捏好的宇航员，
我的“航天梦”已经在心中生
根发芽⋯⋯

龙锦小学
一（5）班 曹项弈

指导老师 熊佳

下

今天我参加了常报小记
者“小小宇航员”的活动，活动
中，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很多航
天知识，还带领我们用粘土制
作宇航员模型，神州十三号和
十四号载人航天飞船连续发
射成功，让我对神秘的宇宙充
满了向往和兴趣。要想成为

一名宇航员不仅要认真学好
科学知识，还要锻炼好身体，
我要从现在开始努力，以后要
去火星看看，寻找生命的奇
迹。

龙锦小学
一（1）班 陈高洋

指导老师 张丹妮

下

通过这次“小小宇航员”
创意手工活动，我学会了用
粘土制作宇航员。在这过程
中，我还知道了一些航天知
识呢！

如果我能像宇航员一样

进入到空间站的话，那么我一
定会用相机去拍美丽的地球、
弯弯的月亮、闪闪的星星⋯⋯

龙锦小学
一（3）班 惠一宸

指导老师 周雪梦

下

我们跟着老师制作了一个
个栩栩如生的宇航员粘土，他
们有圆圆的头盔、小小的接收
器、大大的背包，可爱极了。小
记者课堂让我们对宇航员有了
进一步了解。小朋友们，你们
知道进入太空的第一人是谁
吗？让我来告诉你吧，世界上
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宇航员是苏

联的尤里加·加林，中国第一位
进入太空的宇航员是杨利伟。
通过学习，我对太空产生了更
大的好奇心，我要好好学习知
识，长大继续把星河点亮，在太
空中留下更多的中国足迹。

龙锦小学
一（4）班 许蕙泽

指导老师 熊佳

下

我参加了“追梦少年——
小小宇航员”常报小记者主题
活动，学习到了很多有关宇航
员的科学知识，我对这些航天
英雄们充满了敬意，我幼小的
心灵里有了一个当宇航员的梦
想。

活动中，老师告诉我们执
行神舟十三号、神舟十四号
的航天任务的英雄们，载人
飞船的发射时间、飞行任务

及在轨时间等知识，让我对
宇航员有了更深的了解，知
道了当宇航员要有永不言弃
的坚定意志力。今后在学习
和生活中，我也要拥有强健
的身体和吃苦耐劳的精神，
长大后像航天英雄们一样遨
游太空，为国争光！

龙锦小学
一（10）班 杨千予

指导老师 李澜

下

我有一个航天梦，我想登
上月球、遨游太空。我想在宇
宙中开辟一片新天地，那样我
们就可以在月球、火星上生活
了，多么令人向往啊！

我有一个航天梦，我想拥
有自己的宇宙飞船，当有陨石
向我飞来时，我的宇宙飞船可
以瞬间移动，躲过可怕的陨石

到达那颗星球，外星人盛情招
待了我，并和我建立了深厚的
友谊。

我有一个航天梦，希望不
久将来，我的名字会出现在宇
航员的名单中！

龙锦小学
一（2）班 恽子谦

指导老师 朱静雯

下

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追梦
少年——小小宇航员”主题活
动，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很多航天
员的故事，还观看了飞船发射的
视频，我心情无比激动。紧接着
老师又让我们用超轻粘土制作
宇航员模型，我根据制作步骤，
不一会儿，一位栩栩如生的航天
员就诞生了。我托起航天员，让
它在空中飞舞，我畅想着它在太
空翱翔的场景，我梦想着能和航
天员叔叔阿姨们一起去太空漫
游，看看那美丽而神奇的太空；
我梦想着不久的将来，我们就可
以像鸟儿一样遨游太空，可以去
月球旅行，可以去火星种菜，可
以去和外星人做朋友⋯⋯

龙锦小学
一（2）班 谢奕天

指导老师 朱静雯

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