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杆笔，可以很柔情地描绘出
诗情画意，很热烈地歌颂出丰功伟
绩，也可以朴实地反映出世态民
生，更可以很犀利地呈现出针尖对
麦芒。罗丹说过：“生活中不是缺少
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在常
州的各大校园，有着一群数量庞大
的志同道合的、热爱新闻写作的学
生。为了给这些学生更多新闻写作
指导，为他们搭建更多写作实践平
台，2009年，在市委宣传部、教育
局的的大力支持下，常州市小记者
协会成立了。这是一个由常州市中
小学新闻爱好者自愿结成从事新
闻相关活动的全市联合性和非营

利性社会组织。
五年来，小记者协会由小到

大，由分散到聚合，目前已经成为
各校规模最大的学生社团，常州日
报社的记者们在传递社会正能的
同时，经常深入校园给小记者们新
闻写作的指导。在大记者们的精心
辅导下，小记者们快速成长，他们
活跃在学校各项活动的第一线，跳
动在社会各种场面的最前沿。他们
头戴小记者帽，配挂小记者证，穿
梭于校园中，出现在街头边，深入
到企业里，成为常州校园一抹亮丽
的红，成为常州的街道、企业一道
鲜艳的景。他们用稚嫩的双眼捕捉

着一个个精彩的细节，一段段难忘
的记忆从他们的笔尖上流淌，一份
份真实的情意在充满爱心和纯真
的世界里传递……

外国语学校是第一批成立小
记者站的学校，5年来，在小记者协
会的精心指导下，常外小记者一直
奉行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社会和
人生，用手中的笔抒写生活和美
好，并在其中体味人生、充实自我。
他们走进蓝天实验学校，与蓝天娃
手牵手；小记者走进监狱，开展“关
注同龄人”专题活动；他们走进常
州戒毒所，用自己的视野劝告人们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他们还走进

天宁民政局，关注离婚案件对于孩
子的影响；实地考查 BRT、奥体中
心、参观天合光能……他们始终把
校园内外，课堂内外，学习与生活
有机地结合；他们用自己稚嫩又独
特的眼光观察感受周围的世界。

今天，小记者协会迎来了五周
年的庆典，我谨代表常州外国语学
校小记者站全体小记者向协会表
示热烈的祝贺，衷心祝愿常州小记
者协会越办越好！也期望小记者协
会能给全市的小记者们以更多的
指导，让越来越多的孩子通过这个
平台得到锻炼，获得成长。期待全
市小记者能在协会的指导下立足

学校，走向社会，继续发扬求真务
实、开拓创新的优良传统，多学习、
多阅读、多思考、多坚持，与时俱
进，在活动中拓宽视野，锻炼能力，
提升水平，用最真最好的文字，书
写美善人生。

开学啦！想到马上就要见到新老师、新
同学，我有些忐忑，又有些期待。

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我一路哼着小曲，
还没走到校门口，就已经听到同学叽叽喳
喳声。抬头瞧那一幢幢高楼，一股书香学园
的气息扑面而来。我仔细一看，从校门口铺
上了一条长长的红地毯，伸向远处的大厅。
地毯两边各站着两位老师和三位少先队
员，老师轻柔的问候、同学的笑容，让我倍
感亲切。我紧张而激动地踏上红地毯，脑海

中浮现出国家领导人走红地毯的场景，想
到我也是学校的小主人了，心中顿生自豪
之情。我每一步走得很慢，也走得很稳，少
先队员手中高举的“自信、自立、自强”深深
地扎在了我的心里。红毯上还写着“科技梦
想，快乐成长”八个金色大字。这就是我的
学校，我是青小科技娃，我仿佛已经看到了
我的明天———成为科技小明星！昨天我就
在学校布置完成的心愿卡上写下了这心
愿，我慎重地走到红地毯尽头的大厅心愿

墙边，找到自己的班级，把我的心愿卡小心
地贴上了墙。我默默地说：加油吧！

开学典礼上，我们的李校长走到我们
身边，问了很多同学的心愿，还让我们猜他
的心愿。原来他希望我们在新学期里能每
天快乐，早日实现自己的心愿！

带着老师的祝福和自己的努力，一定
能扬起遨游科学殿堂的梦想，快乐成长！

青龙实验小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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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吴泳熠

开学典礼上，学霸级人物许麓西的出
现引起了不小的骚动。有着 2014届毕业
生、局属公办中学中考第一名、被省常中录
取三重身份的许麓西同学可是我们心目中
的偶像！

在全体学弟学妹羡慕的眼神和雷鸣般
的掌声中，学姐娓娓地和大家分享了自己
在市北三年来学习的收获与体会，言语中
满怀着市北与同学们未来的期望。从初一
到初三，从学习到生活，面面俱到，点点清
晰。她鼓励七年级要消除不适；八年级要紧
抓不懈；九年级则更需要抵住压力，调节好

七门主课。一句句“过来人”的真言，一下子
拉近了与学弟学妹们的距离，为他们打了
一剂强心针，让他们可以更好地面对新学
期的学习生活。

学姐大方地把自己的学习秘诀和心态
与学弟学妹们分享。她认为“学习要靠方
法、效率还有心态，三者合一学习才能有成
效”，“一次胜利并不代表次次都胜利”，“不
要羡慕和嫉妒别人，用那些时间你可以让
自己变得更好……”几句话更是胜过千言
万语，让那些还在怀念小学六年时光、在为
自己第一次考试中沾沾自喜的新生们，在

见证了学霸们一次又一次的成功卫冕而羡
慕嫉妒恨的八、九年级的同学，顿时吹散了
他们内心的自满、焦虑和不安，为自己找到
了前进的方向和动力。

也许有人在学习道路上曾经迷茫过，
有人曾经彷徨过，有人落寞过，但是在这一
天，一群孩子在一盏明灯的照耀下看清了
前方的路，带上自己的不变信念，迈着坚定
的步伐走向自己的梦想……

市北实验初级中学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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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葛源

指导老师 巢静艳

9月 1日上午八点，丽华三小隆重举
行了“学习青奥 播种希望 筑梦起航”开学
典礼。

在姚校长热情洋溢的新学期致辞后，
迎来了欢迎新生的环节。新学年，学校又增
添了近两百名一年级小朋友，弟弟妹妹们
将和我一起在丽华三小愉快地学习。一年
级新生代表上台了，他们排成行，笔直地站
着，挺着小胸脯，稚嫩的脸上流露出一种好
奇和期待。学校领导为他们颁发新生礼
物———一个崭新的书包。他们双手接过书

包，靠近胸前，说了声“谢谢”，有的声音轻
柔，有的声音洪亮，无不表达着心中那份快
乐和感谢。

我曾经跟他们一样，幸福地接过学校
赠送给我们的新书包。那一刻，我下定决
心：要认真学习，好好表现，不辜负学校对
我们的期望。我想，他们此刻的心情应该跟
我一样的幸福和满足吧。听老师说，这批书
包是团市委赠送给我校的，从那时起，每一
位进丽华三小的学生都会有一只一模一样
的免费书包。学校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欢迎

着新同学来到这个温暖的大家庭，激励我
们开启新的梦想。原来，这不仅代表着学校
对我们的期望，也寄托着社会各界对我们
的关心呢！

一只看起来很普通的小小书包，其实
承载着领导和学校对我们的一份希望。丽
三的同学们，让我们在新学期里一起为开
启新梦想加油吧！

丽华三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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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叶畅

指导老师 吴琴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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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躲在乌云背后的太阳，露出了一
丝丝阳光。小草上还有着昨夜留下的雨珠。
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我作为六年级学生
代表，兴高采烈地来到了学校，准备迎接一
年级小朋友们的到来。

我穿着校服，站在校门口，手拽着衣
角，隐隐感觉到手心出了些汗。第一次参加
这活动不免有些紧张。眼见着小朋友们陆
陆续续地走进了学校，可我却像跟木头似
的动也不动，不敢上前。大家都开始鼓起勇
气接起了新同学，有模有样的。一个小男孩

进来了，我走到他的面前，轻声问道：“小朋
友，你几年级的啊？”“一年级，一（3）班的。”
我一听，点了点头，牵起了他的小手。走到
一半，只见他摆着手，嘟着嘴，眼眶里泛着
些泪花。我见了有些着急，想：怎么办呀，他
怎么哭啦。我急得像个热锅上的蚂蚁，到底
该怎么啊。急忙问道：“小朋友，怎么啦?”
“我想妈妈了，不想去上学。”我拉着他的小
手，边走边安慰着他说道：“到了学校会有
好多小朋友陪你一起学习、一起玩，会学好
多有趣的东西……”看见他渐渐有些感兴

趣了，我也笑了起来，带他来到了自己的班
级。这时我才体会到一句话“帮助别人，快
乐自己”。

我开心地带领着一个又一个小朋友们
来到了自己的班级。听着他们甜甜地说着
“谢谢，姐姐”，我心里就觉得有一股暖流，
流到我的心中。

百草园小学 周华燕

指导老师 薛元梅

每年的 8月 31日都是我们小朋友开学报到
的日子，今年也是如此。不过今年我校的开学报到
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一大早，迎接同学们的不仅有学校里的老师
们，还有来自不同国家的“迎宾队”。他们都是我们
龙城小学的龙娃，是我们的形象大使。每个国籍的
孩子都用自己国家的问候方式，欢迎同学们回校，
尤其是迎接刚刚进入校园的一年级小朋友。我们
用这样别具“风情”的方式迎来新的学期、新的同
学，也翻开了文明礼仪的新篇章。

9月 1日的校园门口一夜之间长出了一棵大
大的“生命树”，大队辅导员刘丹旦老师向大家介
绍了这棵充满爱的生命树，并鼓励同学们通过努
力，让自己班级的生命树能结出“七彩果”，争获
“七彩乐园”或“七彩中队”的光荣称号。

愿我们龙城小学的生命之树充满活力，文明
礼仪花开满校园。

龙城小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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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赵培杰 指导老师 殷磊

今年的开学典礼与往年不同，处处透着“新”
意。本学年我们迎来了261名一年级的小弟弟小
妹妹，为了欢迎他们成为三河口小学的一份子，这
次的开学典礼也成为了一年级小朋友的入学仪
式。

看，在铿锵的鼓乐声中，一年级各班的 6名代
表，带着兴奋和骄傲，神采奕奕地走向主席台接过
了属于自己所在的班级牌，小小班牌将喻示着他
们的学业生涯从此开启了新的征程。

新学期充满新希望，开学典礼上钱校长做了
《志当尚美教师 争做尚美学子》的致辞，钱校长首
先真挚地表达了对全体老师和同学们的新学年问
候以及对一年级新生的欢迎和祝贺，同时也给我
们提出了希望，希望我们，知感恩、讲礼仪、负责
任，心存大志，踏实学习，争做尚美型学生，做好每
一件事情。钱校长的谆谆教诲犹如一盏明灯，为新
学期点亮了新希望。

“我是一年级小学生了，我非常自豪……”一
年级新生代表陈雨轩同学用稚嫩的童声表达了成
为一名小学生的兴奋和骄傲。“快乐学习，健康成
长”“我是小学生，每天都向上”在大队辅导员朱老
师的带领下，一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紧握右拳，
用清脆的童音大声诵读着入学主题语，宣告着自
己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

为了纪念今天这特殊的日子，为了留住今天
那一张张灿烂的笑脸，留住那透着光荣与骄傲的
神情，摄影师还在鲜艳的五星红旗下为一年级新
生留下一张张“全校福”。

新学期新面貌，新起点新征程。相信新的学年
里，我们会用智慧和勤奋翻开新的画卷、书写新的
篇章。
三河口小学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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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陈思颖 指导老师 朱新辉

五周年·校长寄语 让温情，在笔尖回味
———小记者协会成立五周年贺词

小记者播报·开学篇

学霸引路 激情出发市北实验初级中学!

踏上红地毯青龙实验小学!

新书包开启新梦想丽华三小!

我为新生当“导游”百草园小学!

生命之树 礼仪花开

龙城小学!

三河口小学!

充满“新”意的开学典礼

外国语学校 校长

小记者·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