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都实小第一季
野灯谜大会冶圆满落幕
野三叶草冶读书节是我校学生展示语文核心素

养的舞台袁6月 5日袁我校第一季野灯谜大会冶的举
行把本届读书节活动推向了高潮遥下午袁从三个校
区三至六年级野灯谜大会冶海选出来的 32名选手袁
齐聚新校区报告厅袁400多名来自班级灯谜比赛前
5名的学生现场观看了此次大赛遥 灯谜大会共两
场袁每场 16名选手袁按照校区和年级对选手进行
了现场抽签分组袁每四人一组袁三尧四尧五尧六年级
的参赛选手各一名遥 每场比赛分为野现学现猜尧轮
番上阵尧激流勇进冶三个环节遥 本季野灯谜大会冶推
进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袁 丰富了我校文化
建设的内涵袁提升了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遥

陈存峰

赛场上的快乐
六渊19冤班 朱可欣

野日月一齐来袁打一字袁九笔遥 冶江都实小第一
季野灯谜大会冶赛场上袁我正和三个队友冥思苦想遥
野日月一齐来袁不就是耶明爷吗钥 冶五年级的队友提
议遥 野没那么简单! 冶我想袁野会不会是日月一袁齐来钥
拼起来就是耶胆爷袁对! 就是耶胆! 爷冶又是一个谜底被
我猜中了袁我激动得差点喊出来遥

在灯谜大赛上袁四个小组袁16位选手正绞尽脑
汁思考着谜底遥 野现在是比赛第二关袁轮番上阵袁请
六年级同学来到台前遥 冶主持人的声音响起遥 我起
身来到舞台中央袁握紧答题笔袁紧盯大屏幕遥 野第三
题袁尽心安慰已太晚袁打一复姓遥 冶我的眼睛迅速扫
过屏幕袁 大脑立即飞速旋转起来院野耶尽心安慰爷袁
耶慰爷的心去掉后变成了耶尉爷袁含耶尉爷的复姓噎噎
端木尧欧阳尧上官尧尉迟袁耶迟爷不就是耶晚爷的意思
吗钥 冶我的额头与手心已渗出了细密的汗珠袁握笔
的手不受控制地发抖袁野就是尉迟! 冶我失声欢呼袁
兴奋过后的失重感席卷而来袁让我前后晃动袁我一
把扯开笔盖在白纸上龙飞凤舞地写下两个字 野尉
迟冶袁野哗啦冶一声袁我已经抄起白纸华丽转身袁将答
案公布遥 野请你读一遍答案袁好吗钥 冶我抓起话筒奋
力呼喊院野尉迟! 冶尽管我努力使自己严肃一些袁可
嘴角还是忍不住上扬袁内心也早就乐开了花袁我的
三个队友也忍不住在旁边为我欢呼遥野回答正确浴冶
主持人说遥

猜灯谜活动训练了同学们的思维能力袁 同时
也增加了文史知识的积累袁 切身领悟了传统文化
的智慧与魅力遥

我猜谜袁我快乐浴 指导老师 嵇梅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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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野六窑一冶袁对于我
校来说袁 是一个值得庆贺的
日子袁 上午三个校区分别举
行了隆重的庆六一活动袁下
午袁 学校舞蹈队的孩子被抽
调至扬州市少年科学院第三
届小院士证书颁授仪式进行
开场表演遥

我校 野红领巾创造工程
学院冶 的 5 位小发明家从
419 位选手中脱颖而出袁通
过了扬州市少年科学院的
野初评筛选冶尧野终审答辩冶和
野网络公示冶 等各项环节袁最
终取得佳绩袁 在扬州市少科
院第三届 22 名院士中榜上
有名浴

来自六年级渊6冤班的张
祺瑞袁被同学们称为野发明大
王冶袁凭借最新小发明叶百叶
罩曳袁获得了评委老师一致的

赞誉遥 五年级渊16冤班张博轩
的 叶校园内嗓音污染的调查
报告及防治方法曳 直击现实
热点袁 有理有据袁 有解决方
案浴 五年级渊16冤班蔡宇杭的
叶关于抑制柳树扬絮的建
议曳袁 针对现如今环境现状袁
建议切实可行遥 五年级渊20冤
班臧芃源和朱雨轩的合作的
叶共享单车随意停放问题的
原因分析及解决方案初探曳
小课题袁 也获得专家的一致
肯定遥

五位同学均成功当选为
扬州市少年科学院第三届小
院士遥

此次颁证过程中袁 我校
的野红领巾创造工程学院冶近
年来的一些优秀活动尧 案例
被拍摄成视频进行现场展
示遥

送走五月的芬芳袁迎来
六月的希望遥 为进一步丰富
校园文化生活袁展示我校艺

术教育成果袁学生生活情趣
和艺术创造力袁 今天上午袁
我校三个校区举行了以野新

时代 新队员 新梦想冶为主
题的野未来之星艺术节暨庆
六一冶文艺演出活动遥

在全场观众的翘首期
盼中袁文艺演出渐渐拉开了
帷幕遥 我校参加区小学生文
艺汇演的三个节目分别在
三个校区演出袁他们完美的
表现赢得了观众们的阵阵
喝彩遥

器乐演奏尧 歌曲联唱尧
戏曲表演尧拉丁舞表演噎噎
好看的节目一个接着一个袁
台上精彩纷呈袁台下掌声雷

动遥
特别是教师健排舞节

目袁刚刚获得区教职工健排
舞大赛特等奖袁他们也登上
了六一的舞台袁老师们一亮
相袁便赢得了队员们雷鸣般
的掌声遥

舞姿绰约袁 歌声飞扬袁
花香在飘荡袁 幸福在流淌袁
整个校园成了欢乐的海洋遥

孩子们一张张可爱的
笑脸像升起的朝阳袁绽放出
幸福快乐的光芒遥 今天的他
们是最快乐的模样浴

童年是人生中最快乐
的时光袁童年是人生中最珍
贵的时光遥 虽然外面下着倾
盆大雨袁但我们的心情却如
艳阳高照浴 因为学校为我们
三年级全体同学准备了一
次集体野十岁成长礼冶活动遥

下午第一节课袁我们和
老师把教室装饰了一下 遥
呀浴 真漂亮袁窗户上贴了几
个气球袁有小熊的袁有小兔
的袁有米老鼠的噎噎黑板上
还挂着彩灯袁还有一个用气
球做的数字野10冶遥

活动开始了袁首先袁我尧
马逸尘和全班同学合作朗
诵了 叶今天我们十岁了曳这
首诗遥 接下来袁多才多艺的
同学表演节目遥 有唱歌的袁
有吹萨克斯袁 有猜灯谜的
噎噎其中袁我最喜欢的是韩
旻哲给我们带来的谜语野倒
数第一袁打一字冶遥 就在我们
抓耳挠腮的时候袁黄老师灵

机一动袁说院野我知道袁是由遥
天下第一是甲袁倒过来就是
由浴 冶野对了遥 冶韩旻哲说了一
声遥

忽然袁 门被推开了袁朱
老师一边捧着一个桌子一
样大的蛋糕袁一边气喘吁吁
地说院野这个噎噎蛋糕放哪
儿钥 冶这时袁全班同学的目光
全投向了那个蛋糕袁当黄老
师把蛋糕盒打开的时候袁同
学们异口同声地大喊 院
野哇浴 冶 蛋糕全身雪白雪白
的袁上面整齐地摆放着蓝莓
等一些水果遥

然后袁 等我们吃完蛋
糕袁来参加活动的家长们发
给我们许多零食和一本精
致的笔记本遥

最后一个环节袁黄老师
带领我们玩踩气球尧抢椅子
的游戏遥 全班同学像沸腾了
的水一样袁全都炸开了遥 我
参加了第一轮踩气球比赛遥

比赛才开始袁我的气球就被
李荣生踢飞了袁我不顾一切
拿起气球重新绑好袁接着比
赛遥 我非常生气袁一直在报
仇袁 一直在踩他的气球袁可
我的气球不小心被其他同
学踩了袁哎浴 报仇计划失败袁
我被淘汰出局遥 就在这时袁

黄老师说 院 野被踩的接着
上浴 冶班里响起一阵阵气球
爆炸的声音袁我们在欢乐中
度过噎噎

今天袁真是个欢乐的成
长仪式呀浴

指导老师 黄梅

新时代 新队员 新梦想
要要要我校举行庆六一活动

六一前夕袁我校三年级成功举行了野十岁成长礼冶活
动遥 队员们在活动中讴歌了党对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袁
赞美了改革开放 40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袁 表达了他们
爱党尧爱祖国尧爱学校尧爱师长的真挚情感遥 队员们在活
动中倾诉自己的心愿袁放飞美好的理想袁在自己成长道
路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遥

十岁成长礼
三渊4冤班 杜月

6月 7 日下午袁 江都
区 2018年小学生野红旗飘
飘 引我成长冶主题教育演
讲比赛在实验小学老校区
报告厅隆重举行遥

我校新校区五 渊7冤班
选手施恩郝以惊艳表现袁
获得特等奖遥 并将作为唯

一一个区选手赴北
京参赛遥 施恩郝以
生动的事例尧 真挚
的感情袁 讲述自己
的成长故事遥 他饱
含深情的语言尧声
情并茂的演讲袁赢
得了在场评委和观
众的阵阵掌声遥

本次演讲是从
野红旗飘飘 引我成
长冶 主题教育读书

征文一等奖和特等奖中选
出的优胜者,演讲比赛中袁
参赛选手们或款款深情袁
或激情高昂袁 整场比赛传
播着满满的正能量袁 充分
体现了全区学生爱国爱
党尧朝气蓬勃尧昂扬向上的
精神风貌遥

科技教育再传捷报
要要要我校五名同学齐获扬州市少科院小院士称号

我校选手惊艳表现
获得区演讲比赛特等奖袁将赴京参赛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