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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消防大队的叔叔们开着火
红的消防车，于百忙之中抽空来我们
花园小学开展“缤纷冬日”活动。同学
们都兴奋得上蹿下跳，就像一群活蹦
乱跳的小白兔。
下午，全校师生聚集到操场上，那

真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等呀等，终
于轮到我们班活动了。我们排着队，走
到阳光明媚的大操场上，同学们个个
摩拳擦掌，准备迎战。我深深地吸了一
大口清新的空气，太爽了。
轮到了我们这一组。我们组的组

员迅速穿上宽大的消防衣，大家就像
被包在一条厚厚的大毯子里，行动不
再自如了。我们又互相帮助，戴上沉重
的消防帽，我的大半张脸几乎都被遮
住了！
只听教练一声命令，“开始”！我们

这几个“救护员”抓紧了担架上的铁把
手，像飞箭一样冲出去。不一会儿，我
们来到“事故现场”，迅速地把“伤员”
搬到担架上，抬起担架拼命地往前跑。
就在我们跑回终点时，我们的同伴，开
着鲜艳的“消防车”火速赶到了。我们
给消防车装上水管，水花喷起来了，在
漫天的水雾中，我们继续抬着担架运
送伤员……在大家齐心协力的努力
下，我们组胜利了！我们跳啊，叫啊，欢
呼声响彻云霄。

花园小学四"

+

#班 马景宸

指导教师 周明霞

当听到“高空云梯逃生”几个字
时，我的心一下子紧绷了起来。虽然
我在别人眼里胆子挺大，可我知道，
我也是一只“纸老虎”啊，说真的，有
点怕！

来到二楼的飘窗，所有同学排成
一条队伍，一个一个地向飘窗走去。
前面的男生走得挺快，一会儿就轮到
我了。究竟有多高？走上去是什么感
觉？会摔下去吗？我带着这些把我的
心搅得七上八下的问题，向前迈了一

步，上了悬空而架、高五六米的云梯。
我心里忐忑到了极点，刚上去双腿就
已经发软了，战栗在云梯上。我大脑
一片空白，脚仿佛不听大脑指挥，情
不自禁地就跟着前面的人走。我死死
地盯着脚下的云梯和下面的绿色垫
子，好像只有这样才可以让我不那么
害怕。云梯的扶手很低，我弓着腰紧
紧地攥住扶手，双腿小心翼翼地慢慢
移动。快到头了，云梯的层数越来越
少，扶手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宽，我

也越来越没有安全感。腿像灌了铅似
的，哆嗦了好几秒才迈出一步。这时，
我看到了前面的同学，又鼓起勇气，
向前！终于，我走完了全程。下了消防
车，我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觉得
像度过了漫长的一个世纪，又仿佛只
有短暂的一瞬间。

让我们保护好自己，让火灾越来
越少！

花园小学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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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陈诺

指导老师 程云香

中午刚吃过饭，一辆超大型的
红色消防车威武雄壮地开进了学
校，校园里顿时沸腾起来了！首先是
开幕式，小主持人把一位位“特邀嘉
宾”请上来，一一作了介绍，我看着
他们，听着他们分享安全小知识，从
内心里涌出一股热火，热烈地为他
们鼓掌。

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李校
长宣布活动正式开始，我们中年级
是在东面直跑道进行“灭火自救”的
项目演练。蒋老师为我们介绍了演

练规则，每5人一组，1人开救援车，
4人抬担架救伤员，蒋老师先给我们
分好组，我在第三小组。轮到我们这
组了，我对小组成员说“一定要齐心
协力，并肩作战！”大家郑重的点头，
看过了第一组比赛，我们都心中有
点数了，大家有条不紊地穿好衣服，
戴好消防帽，蒋老师又吹响了火警
声比赛开始，只见陆辰开着救援车，
风驰电掣般地来到水袋外，将水袋
向前拉，并将2根水袋接上，我们抬
担架的也不甘示弱，飞快地奔向“伤

员”，四人合力把伤员抬上担架，快
速向救援车跑去，救援车在前面开
道，我们在后面步步紧追，气氛紧张
极了，同学们在为我们二个组加油，
我们也是卯足了劲，向终点冲去，最
后我们以微弱的优势赢了第四组，
大家一起欢呼，第四组也为我们鼓
掌。演练在大家的欢声笑语中结束
了。

花园小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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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曹舒涵

指导老师 蒋玲

低年级在沙坑区进行“地面逃
生”的项目演练。小朋友们练习从充
气的逃生通道快速撤离，并救出困在
里面的人形娃娃，还进行了激烈的运
水灭火比赛。

中年级在东面直跑道进行“灭火
自救”的项目演练。每班分5人一组，
1人开“救援车”，4人抬担架救伤员。
听到火警声比赛开始，先穿消防服，
戴消防帽，然后一人开“救援车”、4
人抬担架向水袋和伤员处前进。到达
后停下“救援车”，1人将水袋向前拉

开，并将2盘水袋连接，4人救起伤
员用担架抬起继续向前到水枪处放
下担架，等到1人将水袋与水枪连接
好放下后，5名队员齐送伤员回终
点，到指定位置抢到红旗的一方为胜
利。

高年级则在北面乒乓区进行“高
空逃生”的项目演练。我妈妈是志愿
家长，周老师和我妈妈帮助同学们
依次从二楼教室窗口翻出，踩云梯
下来，消防员叔叔保护我们通过消
防车跳到地面救生垫。由于在离地

面4米的空中进行，全程有老师、消
防员叔叔组成人墙，严密保障了同
学安全，同学们按照技术要领，双手
抓握云梯两侧钢架，小心翼翼地体
验不一般的空中逃生。从开始的紧
张、腿软到在同伴的鼓舞下勇敢前
进，顺利脱险。

这次消防演习让大家懂得了：火
灾猛于虎，防患于未然；当危险来临
的时候，每一位同学只有学会沉着冷
静才能成功自救。

花园小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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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贺嘉怡

省前中，在我们初中生眼
里是令人心驰神往的地方，是
傲立众多高中的一个神秘的
地方。进省前中仿佛是一些人
遥不可及的梦想。进了省前
中，似乎我就是一个强者……

省前中的大门很有气势，
很快，我们看见了孔建华校
长，他亲切地、自豪地向我们
介绍这所学校，向我们讲述这
里的优秀才子，讲述了他们的
优秀事迹，我惊叹着、羡慕着。

也在心底暗暗疑惑：到底
是什么令前黄学子都如此的
优秀？在这样一个强者如云的
地方，我感觉到了一种精神，
却不明白是什么。直到我看到
张开翅膀的雄鹰，我似乎有些
明白。我驻足于在鸟类标本的
前面，很奇怪，为什么许许多
多的鸟类都是合着翅膀，唯有
老鹰张开翅膀。因为，它们是

强者。强者，我终于抓住了那
抹散之不去，一直从学校透露
出来的精神，前黄的精神就是
雄鹰的精神，就是强者的精
神，一种拼搏的精神。我终于
明白了，他们的优秀来源于他
们的努力，来源于前黄人无时
无刻的拼搏。

路过教学楼，那些高中生
一个个在课上聚精会神。当我
们走过去，他们从未瞧过一
眼，我们也不敢打扰这些哥哥
姐姐们。

当我们离开时，大楼里还
是安静的，可我回头望了它一
眼，它依旧如刚进来时那么高
大，充满了力量。更令我充满
力量的，是我扭头离开时传来
的读书声。

牛塘中学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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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张慧倩

指导老师 吴坚中

来到前黄高级中学，名校
给人的感觉果然不一样！我
们齐聚在报告厅首先听孔校
长发表讲话，孔校长和蔼可
亲地向我们介绍了前黄高中
的概况，还给我们提出了殷切
希望。于我而言，孔校长其中
的一席话，让我沦肌浃髓：
“现在的学生大多都比较腼
腆，心里想的、手上写的都比
较好。可是，你要让他说出来
就比较难。这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我们学校凡是高一的学
生，每节课前五分钟总要一个
学生上讲台讲话，天天轮流，

就这样锻炼他的口才。三年
下来，我们学校出去的学生，
语言表达能力都是比较强
的。”孔校长这掷地有声的一
席话，让我受益匪浅。
我不禁联想到了自己。我

不也是不善言辞吗？上课都不
怎么爱举手，发言极少，怕说
错话被人嘲笑。老师让我上台
读作文，心紧张的“怦怦”跳，
声音小的跟蚊子似的。我觉得
自己也需要这样的口才训练，
让我佩服至极！
牛塘中学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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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卢千千

指导老师 吴坚中

阳光灿烂，鸟语花香，我
校 100多名小记者背上“行
囊”前往省前中开展采风活
动。

来到动物博物馆，驻足
在珍禽异兽前，同学们不由
自主地拿起摄影设施拍个不
停；体验“食物的旅行”，大家
惊喜连连；走进实验室世界，
大家观看机器设备；来到生
物区，目睹了“时空隧道”，感
受别有洞天……充分体现高

科技手段与科普教育完美结
合。感受着、体验着，同学们
的眼中满是好奇。累了、饿
了，坐下来，品尝一下带来的
美食。

畅游省前中，我们领略了
最尖端的技术、体验了最先进
的手段、聆听了最生动的故
事，感受一曲科技、欢乐、艺术
完美交融的奏鸣曲。

牛塘中学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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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邹艳

指导老师 吴坚中

踏进省前中的大门，这里
的一切让我耳目一新，有草坡
有小湖，绿树重茵，沿路还有
几株红梅、腊梅点缀，这真的
是高中吗？我好像走进了公
园，风景真是怡人。
孔建华校长亲自接待了

我们这些初中生，他给我们
的感觉就是十分的和蔼可
亲。在这一个小时里，孔校长
向我们介绍了省前中举行的
一系列活动。我发现原来高

中生的课外生活也非常丰
富。学校重视学生的身体健
康，每天加强锻炼，还有锻炼
器材室等等。

最后，孔校长意味深长地
教导我们：读书不能读死书，
只有多方面的发展，德智体美
劳都注意培养，这样才能成为
一个真正的为社会可用的人
才。
牛塘中学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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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达吾然

指导老师 吴坚中

冬日安全在行动
快乐的消防活动

消防演练我最行 高中也要全面发展

动物博物馆

口才是这样炼成的

高中生活初探
优秀源自拼搏

高空云梯逃生，你别怕！

缤纷冬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