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明礼仪在身边

古人云：“国尚礼则国昌，家尚礼则家大，身
尚礼则身修，心尚礼则心泰。”从古至今，礼存在
于人生社会家庭的方方面面，好比春风化雨，润
物无声，这种体会始于那次徒步沙漠训练营。

七月的腾格里沙漠满眼望去都是黄沙，纯净
而宽广，天地间仿佛只有一种颜色，刺得人睁不
开眼。行走一段时间后，我渐渐由队首落到了队
尾，沙漠的路走起来很费劲，非常耗费体力，没走
多远就已经大汗淋漓。头顶是炎炎烈日，脚下是
滚烫沙子，灼热的空气不断消磨我的耐性，埋头
行进的枯燥乏味取代了刚出发时的好奇和兴
奋。望着前方一望无际的漫漫黄沙，我发泄般地
将手中空水瓶狠狠掷到地上，拖着沉重的双腿无
奈地继续行进……终于到达休息营地，大家都在
喝水、吃干粮，忙着补充给养，我则累得瘫坐在地
上。“教官叔叔，这是我路上捡的垃圾，放哪里
呀？”忽然耳畔传来稚嫩的童音，我看过去，一个
大约十岁左右的男孩高高扬着手中的塑料袋在
询问教官，“真是好孩子。现在经过大力宣传，人
们的素质普遍提高，环保意识也增强了，但还是
不排除个别人有待提高，沙漠这地方没有垃圾
桶，全靠自觉，来，把垃圾给叔叔，咱先放保障车
上，等出了沙漠再处理。”教官边答话边接过男孩
手中的袋子。呃？！我赫然发现那袋子里除了一
些废纸巾、食物包装袋，竟还有我丢弃的空水
瓶。那一刻，浑身的疲惫一扫而光，我羞愧得无
地自容。其实回想当时有一刹那也曾意识到自
己行为不妥，同时又心怀侥幸，反正沙漠会很快
将空瓶淹没的，故而没有回头去捡。眼前小男孩
不经意的举动既像一面镜子，折射出我的放纵任
性，令我汗颜；又像春风拂过贫瘠的沙漠，漫漫黄
沙似乎也显得纯粹而美好。

这件事虽然过去一年多了，但它却时时提醒
我：无论身处什么境遇，文明礼仪不能忘，它并不
只是停留在书本上，而是体现在生活的细节中，懂
礼、讲礼、践行礼的要求，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

郑州市第四中学 李佶慷

点评：本文以小见大，由一次活动
经历引出文明礼仪话题，以孩童的言行
衬托自己的不足，写身边事，抒日常情，
悟人生理，朴素真切，自有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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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梦空间

一天早上，我醒来以后发现外面
白茫茫的一片，好似走进冰雪的世
界。我迅速穿好衣服，吃完饭，飞奔
到外面。飘舞的雪花好像在告诉我
们：奇妙的冬天来到了！

我喜欢奇妙的冬天，它的色彩虽
然不如春天那样满眼碧绿，不如夏天
的绚丽火红，不如秋天的金黄灿灿。
可是，冬天就像是一块雪白洁净的大
画布，可以让我们在上面自由地画出
多彩的图案。

我喜欢奇妙的冬天，因为它就像
是童话中的世界，充满了幻想和神
奇。像《纳尼亚传奇》中的白女巫，施
展了魔法后，变成的那个冰天雪地的
奇异王国；还像哈利波特霍格沃茨的
圣诞节一样，海格拖着重重的圣诞
树，小伙伴们嬉笑打闹，和所有的精
灵们在城堡中聚会；还像《安徒生童

话》中卖火柴的小女孩划燃了一根火
柴，照亮全世界小朋友的心灵……

我穿着厚厚的面包服，跑到了操
场上打了一个滚儿，好像一下子到了
北欧的圣诞老人村。躺在玻璃屋里
看奇幻的极光，坐着驯鹿拉的雪橇车
在雪地上飞驰。

我爱这奇妙的冬天，它属于我们
所有的小朋友，我已经闻到这冬天的
味道了。

金水区文化路第二小学 陈昊威
辅导老师 姚 媛

玫瑰花的启示

从硕果累累中，我明白了“一分耕
耘 ，一分收获”；从落叶归根中，我明白
了懂得感恩、勇于奉献；从“毛毛虫破茧
成蝶”中，我明白了坚持不懈。“处处留
心皆学问”，生活就是如此绚丽多彩。

在花坛里，有一朵十分瘦弱、矮小
的玫瑰花，它整天低着头，从没露出过
一点笑容，它很孤独，每天都一个人待
着，没有人理解它在想什么，还有许多
高大、鲜艳的玫瑰嘲笑它：“你看看你，
又瘦又小，有什么资格和我们一起玩！”
这朵瘦小的玫瑰很伤心，它失去了自
信：“哎，也许我这辈子只是一朵枯萎的
玫瑰吧。”不久，有更多的花嘲笑它，它
受了很大的委屈，这朵瘦小的玫瑰下定
决心要成为一朵鲜艳、强壮的玫瑰。“我
一定要坚持，我相信阳光总在风雨后！”
它坚定地说。经过不懈努力，它终于让
自己的生命怒放，变成了一朵鲜艳又强
壮的玫瑰，实现了它的愿望。

“阳光总在风雨后”，这朵玫瑰证明
了只要不断努力，就一定会成功，你不
尝试，就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棒。

中原区伊河路小学 杨冠宁
辅导老师 牛 华

在 那 个 风 和 日 丽 的 上 午 ，“ 丁
零、丁零”门铃响了，我迫不及待地去
开门，“哇！一条狗。”原来，这是妈妈
一位即将远行的朋友送给我的。

这小狗名叫贝贝，身体像个圆溜
溜的大皮球，走起路来难免有些吃
力。它那圆圆的脑袋，胖乎乎的。四
条腿像香肠，看着就想吃。那一身棕
色的毛发，蓬松极了，像是私人发型
师为它专门定制的。都说眼睛是心
情的晴雨表，但放在贝贝身上，尾巴
才是。开心时，冲你摇尾巴，比谁都
温柔可亲；它若不高兴啊，无论谁说
多少好话，它也一声不出。

每一次家里开饭时，贝贝就围着
餐桌转圈圈，好似在说：“主人，什么
时候开饭啊？”你若不理它，它跳上你
的双腿，站起来，伸出前肢，双腿合
拢，向你一拜，一拜不行两拜，再不行

就跳到地上，继续拜，直到拜出吃的
为止。

它睡觉时更可爱，趴在地上呼呼
大睡，四肢舒展，身体很是放松，各种
萌萌的睡姿就像是个淘气的孩子。

我爱我的贝贝，我爱这淘气包
儿，生活中它是我的好伙伴，因为它
的存在，我的生活中充满了乐趣。

中原区领航实验学校 张紫君

2018年12月3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播出的《年轮2018跨年直播特别节目》中，郑州市金水区金沙小
学的啦啦操表演作为节目的“开场舞”，带领全国观众律动迎新年。主持人白岩松说，看到这些孩子，想到了“好
好学习、天天游戏”这句话。

这正是郑州市金水区近年来围绕“强化内涵发展，提升办学品位，提高教育质量”，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全面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铸造教育体育品牌特色，不断推进教育公平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

我家那个淘气包儿

奇妙的冬天

金水教育金水教育让孩子动起来让孩子动起来
本报记者 赵文静 文/图

金沙小学把啦啦操作为“一校一品”特色
体育项目，自 2011年开展啦啦操运动以来，通
过大课间、啦啦操课，使啦啦操成为学校学生
全员参与的普及活动，又通过社团建设打造精
英队伍，让越来越多的孩子爱上了这项运动。

啦啦操改变着孩子们的生活。“2011年成
立的炫舞金沙啦啦操社团，在经历几年的磨炼
后，荣获了 2018 年全国啦啦操创意展示大会
最佳创意奖、世界舞蹈国家冠军杯第五名、欧
洲杯世界啦啦操锦标赛第一名等大奖。”金沙
小学校长刘均雅告诉记者，通过各项展示、比
赛、交流活动，孩子变得越来越自信，脸上时常
洋溢着骄傲与自豪的神采。

“背包客”地理社团、“绳舞”社团、荷球社
团、网球社团……按照“基础＋特长”发展路
径，郑州市第七十六中学组织和发展了四大类
20多个社团，学生参团率达 37%。2018年暑
假，“绳舞”社团代表中国队参加世界跳绳大
赛，打破了四项世界纪录，其中一名学生还获
得了“世界跳绳大师”称号。

一直以来，金水区把体育、艺术教育作为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突破口。全国阳光体育
先进区、全国啦啦操示范区、首批全国青少年
校园足球试点区、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全国
学校艺术教育先进单位等多项国家级荣誉，充
分彰显金水教育对学生健康成长的不懈追求。

“抓普及、重特色，促提高、铸品牌。”金水
区率先落实中小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
动和上午下午各半个小时大课间活动，保证学
生的校园活动时间；成立由高校专家、骨干教
师和名师组成的“体育艺术项目推进工作指导
组”，主要对顶层规划、课程开发、特色教学等
进行专项教研指导，保证课程建设更具科学
性、合理性；探索实施学生技能体能相互促进
的“五步走”推进策略，即社团开发课程—课堂
学习技能—课外练习巩固—课间强化提高—
社团提升水平，明确特色项目技能课程化实施
的有效方法；搭建两年一届交替进行的金水区
阳光体育节和教育艺术节平台，推动丰富多彩
的体艺社团不断发展。

统计数据显示，金水区有国家级体育、艺术
特色校32所，省级特色校18所，市级特色校32
所。长期坚持开展活动的体育艺术社团 483
个，包含田径、篮球、毽球、舞蹈、书法、合唱等88
个社团项目。2018年，金水区各中小学校及幼
儿园在田径、篮球、足球、毽球等15项体育项目
中共取得国家级奖励135项、省级奖励107项。

目前，全区各校逐步形成了一校一品牌、
一校一特色。一个个闪亮的体育艺术社团不
断涌现，一群群阳光自信的孩子在活动中茁壮
成长，在省市、全国乃至国际赛事的舞台上展
现着金水少年的翩翩风采。

在游戏中茁壮成长

教育部等九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印发
中小学生减负措施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要求非常全面，涉及30个方面。《通知》指出要切
实减轻违背教育教学规律、有损中小学生身心
健康的过重学业负担，促进中小学生健康成长。

其实，早在 2011年金水区教体局就以“指
导意见”的形式对中小学的作业建设进行了规
范的指导和要求。提出作业设计要符合素质教
育要求，要有梯度，有创造性、科学性、趣味性；
要鼓励学生进行探究，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提
高学生动手操作能力；要尊重学生学习上的差

异性、阶梯性，提倡“基本
作业＋弹性作业”模式，
分层实施作业，使各层次
的学生做有所得。

“做作业是对知识的
巩固，更是对待学习和自
我的态度，只要态度对
了，一切都好办了。”在优
胜路小学，专门设计有

“无作业日”。班里每天
涌现出的“优秀的学习
者”“可喜的进步者”，都
可以享受自己给自己布
置作业的权利。

2019 年寒假，黄河
路第二小学的孩子们将

收到一份特别的作业，那是学校为他们精心准
备的《玩转寒假——2019 年寒假学习生活手
册》。这是一份作业，同时也是一本手账，让他
们通过完成这一年的新变化、晒晒我们家的好
习惯、我是体艺小明星、我来办年货、我的新学
期计划、这个寒假有话说等十多个小任务，借助
于文字、照片、图画、表格、统计图等表现形式，
记录春节的所见、所闻、所感。

“我们会针对学习目的编制作业，既有练习
型、准备型作业，也有扩展型、开放型、创造型作
业，既有当天巩固性作业，也有中长期综合性作

业。除纸笔作业外，还有口语交际作业、综合实
践作业、实验操作作业、小组合作作业，丰富孩
子们的学习生活体验，全面发展学生的综合能
力。”金沙小学教师杜慧丽坦言，孩子减负，实际
上对家长和老师综合素质的要求更高。如何合
理为孩子安排学习时间和学习任务，劳逸结合、
重质不重量，将会是个值得深究的问题。

一改以知识再现、概念记忆、机械训练、模
仿重复为主单一的传统作业形式，多样化、个性
化的新作业形式，让孩子有了更多弹性学习、自
由发展兴趣的机会，收获了更多成长的快乐。

与此同时，金水区实行“放权赋责”评价改
革，让评价的目的回归育人原点，让评价变得更
有温度。

“放权赋责”评价主要指向学生学习方式的
改变，突出评价的导向、激励和促进发展的功
能。金水区提倡教学评一致的学业质量评价，
提倡学校开展多样化、个性化的学业质量评价，
提倡开展学生分层发展性评价，提倡突出综合
性学习内容和能力的评价。学业质量评价改革
带来了评价的新视角，金水区逐步形成了以校
为本、突出育人的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新常态。

从2017年开始，金水区小学期末学业质量
评价采用网评，通过更加科学、严谨的组织，采
集更加客观、公正的数据，通过对数据的分析，
反馈发现的问题，促使教学改进，提升管理水
平，促进质量提升。

在学习中收获快乐

纬五路二小的学生在学校“暖房子”阅读中心开心地阅读

郑州七十六中学生载誉而归

点评：“处处留心皆学问”，作
者善于观察生活的绚丽多彩并从
中总结经验，将不断努力的道理
以一朵玫瑰花的成长经历娓娓道
来，具有极强可读性。

雨游大明湖

早就听说过大明湖的盛名，此番身临其
境，才真正地看到了大明湖畔的“夏、雨、荷”。

初入大明湖公园时，还未下雨，只是天阴
了些，倒也凉爽，于是先登了一旁的超然
楼。楼有六层，陈列着一些木雕，观整体，气
势宏伟；察细节，细致入微。登上顶层，推门
站在外围的长廊，俯首望去，湖上烟波浩渺，
几只游船悠悠然地轻移缓进。另一边，是层
层林涛，在风中摇曳，好似潮水翻涌。看着、
听着，感受着风拂过脸颊，竟好像脱离了凡
俗，飘飘然地倘佯在天地之间……超然楼，果
有此等魅力。

从楼上下来，坐上船尾，已有些飘雨。因
坐在露天船尾，更受到风的青睐。水波轻晃，
细雨丝丝荡起圈圈涟漪，落在身上，凉凉的，
柔柔的，顿觉浑身舒爽。流水从小桥下穿过，
不时拍打岸边，发出轻微声响。两岸的垂柳
十分茂盛，从树顶直挂下来的长长柳枝已垂
入水中，仿佛也陶醉于这小桥流水，在随着水
的节奏而摇摆舞动，“鹊华烟雨”幸而一见。

船靠岸了，从码头下来，雨又大了些。漫
步湖边，撑起伞来，听雨打伞面。圆润的声
响，也在根据雨珠的大小而变化。若是猛然
间“啪”的一声，那定是从树叶上积聚而后落
下的雨水；如是长时间细而密的声音，便是空
中的雨在轻敲伞面了。右手边是大片的荷
叶，茂密得连孩子都无法钻入，想来如是驾小
船来采，恐怕是不行的了。雨珠落到荷叶上，
像透明的珍珠在荷叶上滚动，那样欢快，仿佛
是在玩滑梯呢。偶尔见几株荷花，还羞答答
地不肯完全开放，但却丝毫不影响它们的
美。粉红的娇美可爱，纯白的冰清玉洁。

在这蒙蒙烟雨中，闭上眼睛，仿佛就与这
大明湖的一切融在了一起……

金水区纬三路小学 樊子涵
辅导老师 刘春燕

点评：舒适恬淡的心境，清新自然
的文风，小作者将大明湖的游览经历如
一幅画卷般徐徐展现在读者面前，实可
谓美景美文。

点评：冬天在作者的眼里是雪
白洁净的画布，是童话世界的奇异
王国，活泼的语言、生动的文字表
达了作者对冬天的喜爱之情。

点评：细腻的文字，将小
狗贝贝的可爱模样展现得淋
漓尽致，活泼的语言将贝贝
的淘气可爱尽情挥洒，小作
者对小淘气包儿的喜爱之情
在文中随处可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