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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喝酒的爸爸

牟山小学三（三）班 杨梦洁 小记者证编号：12060310

爸爸很喜欢喝酒，但是喝得不多，

白酒只喝一小杯，而啤酒只喝一瓶。爸

爸为什么这么自觉呢？ 这里还有个小

故事呢！

我 4 岁那年的一天， 我们全家举

行家庭聚会。大家在酒桌上谈笑风生，

气氛热闹非凡。也许是太高兴了，爸爸

喝了好多酒，满脸通红。我和妈妈看着

爸爸通红的脸， 听着爸爸语无伦次的

醉话，很是担心。 饭后，我和妈妈扶着

东摇西晃的爸爸赶紧回了家。一到家，

妈妈就让爸爸躺下， 我赶紧给爸爸端

上一杯浓浓的茶叶水，还帮爸爸按摩。

过了好长时间，爸爸才恢复正常。

从那儿以后，我开始对爸爸限酒，

在我的监督下，爸爸再也不敢贪杯了。

看，这就是我那个爱喝酒的爸爸！

（辅导老师：李秀芹）

消息树

让纸艺花

在你的手中绽放

纸艺花卉被人们誉为“无声的诗，立体的画”。 学

做纸艺花，不仅可以培养动手能力，还可以锻炼手、脑

协调能力，同时倡导了节能环保的健康生活理念。 本

报小记者活动中心联合市图书馆共同举办此次活动，

邀请了鹤壁市机电信息工程学校的许娜老师，望小记

者提前准备材料，积极参与。

活动时间：2013 年 1 月 1 日（下周二）上午 8

∶

30

至 9

∶

30 第一场；9

∶

40 至 10

∶

40 第二场。

活动地点：淇滨区华夏南路与湘江路交叉口市图

书馆少儿阅览室。

活动要求：1.佩戴小记者证、帽。2.遵守现场秩序。

3.将活动的体会写成文章，于元月 7 日前投稿。

所需材料：1.绿色手揉纸一整张（制作叶子）；除

绿色外的任何一种颜色的手揉纸 8 张 ， 预先裁成

8cm

×

8cm备用。2.花秆（每人一根）。3.叶脉（细铁丝一

把）。 4.白乳胶一小瓶。 5.餐巾纸或卫生纸少许。 6.绿

胶布一卷。 7.剪刀一把。

温馨提醒：1.为了小记者的安全，请家长务必接

送，若距离较远，请家长陪同。 2.天气较冷，请小记者

注意保暖。

许娜简介

许娜，鹤壁市机电信息工程学校教师，从事幼教

专业手工课程教学 15 年，热爱纸艺花卉、衍纸、石头

绘画、布艺制作等各种形式的手工制作。高级茶艺师、

调酒师，辅导的学生在国家、省、市比赛中多次取得优

异成绩。

本版策划：袁红 组稿：郭军鹏

鹤壁市师范附小：

冬季快乐健身

冬季气温寒冷，人体抵抗力较差，鹤壁市师范附

小积极组织多种趣味比赛， 支持和鼓励学生们参加

体育锻炼，增强学生们的身体素质。

课外活动时， 学生们在操场上进

行跳绳比赛或拔河比赛。 尽管气温很

低，学生们还是兴高采烈地投入比赛，

加油声、欢笑声充满了校园。

据悉， 为督促学生们进行体育锻

炼， 鹤壁市师范附小坚持每年冬季组

织学生们举行形式多样的健身比赛。

学生们在操场举行拔河比赛。

吹牛比赛

市实验学校五（二）班 蒋晓阳 小记者证编号：12010050

周末， 我们家举行了一场妙趣横

生的吹牛比赛。

首先，被称为“吹牛长老”的姥爷

发话：“欢乐家庭首届吹牛比赛隆重开

赛。比赛规则———谁吹牛吹得大，谁就

是‘吹牛之王’。 ”

大家一阵欢呼后， 我作为主持人

登场：“下面，吹牛比赛正式开始，有请

一号选手———老爹！ ”

我的爸爸是名警察， 他平日里总

是穿一身警服，看起来正气凛然。但今

天，爸爸特意换上一件中式对襟马褂，

还把头发抹得光溜溜的。

老爸咳嗽了两声， 以引起我们的

注意，之后，他大声说道：“听好了，我

乃天蓬元帅转世， 身高八尺， 力举千

斤，一个筋斗……筋斗……”

“忘词了吧？”我笑红了脸。爷爷也

取笑道：“只可惜一个筋斗落入凡尘，

转世投胎难做人。 哈哈！ ”

全家人都笑得直不起腰。

轮到妈妈参赛了。 妈妈说：“本娘

娘是九天玄女， 太阳就是本娘娘的暖

手宝！ ”

“那还不把你烧焦了？ ”老爸小声

说。

轮到姥姥登场了， 我瞅了一眼姥

姥，天啊，姥姥不但化了浓妆，还穿上

了妈妈的衣服。

姥姥一本正经地说：“老太婆我，

飞上天转八百万个圈，回地上，绣花还

不晕！ ”

这时， 贴了满脸假胡子的姥爷慢

腾腾地走上了“台”。 他摸着胡子说：

“这有啥了不起？ 我在天上飞来飞去，

敢跟玉帝老儿下棋！ ”

“老人家，别把牛吹得太大，您连

1 米都飞不起来，更别说飞上天了！ ”

我当场拆了姥爷的台。

“那就由你这个主持人来露一手

吧！ ”姥爷向我发出了挑战。

“来就来！ 听好了，本大小姐发烧

100 度， 早上起来被子被烧了 8 万个

窟窿！ ”

“哈哈……”姥爷笑得假胡子都掉

了，妈妈笑得直拍爸爸的脊背。姥姥擦

着笑出的眼泪， 点着我的脑门说：“那

你不也变成筛子眼儿了？ ”

最终，我成了“吹牛大王”。我兴致

勃勃地招呼大家：“走，走，请你们吃熊

心豹子胆，喝鹿茸虎骨汤……”老爸连

忙拦住我：“闺女，吃好吃的没意见，但

别没心没肺铁石心肠。没有买卖，就没

有杀害……” （辅导老师：牛庆莉）

雪

鹤壁市师范附小五（一）班

史剑越

小记者证编号：12060820

我带着期盼的心情迎来

了今冬的第一场雪。

早上， 天下起了大雪，天

空飘落着一片一片如鹅毛般

的雪，犹如天女散花，白白的，

密密的。 空气中散发着清甜、

凉爽的气息，呼吸起来舒服极

了。 远远望去，白茫茫的一片，

房顶、操场 、草坪全部铺满了

白雪，好像是上帝给人间铺了

一张大白毯子。

雪 ，还在下着，大片大片

的雪花像一只只洁白的蝴蝶

在空中飞舞，像一个个银色的

精灵在空中玩耍……我被这

奇观吸引了，目不转睛地看着

这如画的景色，忘记了一切。

操场上， 同学们沸腾了。

看，有的在打雪仗 ；有的在堆

雪人；有的在做冰砖……大家

玩得不亦乐乎。

（辅导老师：雷素红）

红色的秋天

鹤翔小学三（一）班 梁晓涵 小记者证编号：12060735

秋姑娘不小心把彩虹婆婆的红瓶

子打翻了，红色的颜料洒落人间。这下

可把秋姑娘急坏了，赶忙借着魔力，到

人间去看一看。

秋姑娘来到果园里， 红红的苹果

挂满了枝头 ， 像一个个害羞的小姑

娘 ； 山楂树上， 一串串鲜红的小果

子， 散发着阵阵清香； 红彤彤的柿子

挂在枝头 ， 犹如一盏盏喜庆的红灯

笼， 格外讨人喜爱。

秋姑娘来到山间， 看到一片摇曳

的“火海”，走近一看，竟然是枫树林，

火红的枫叶好像燃烧的火苗， 真是比

二月的红花还好看。

秋姑娘兴高采烈地说：“红色的秋

天真美！ ”

是呀，我爱红色的秋天！

（辅导老师：王艳芳）

知识

湘江小学四（六）班 平帆

小记者证编号：12060618

知识，

就是一个五彩斑斓的盒子。

当你打开它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进步了。

当你关上它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退步了。

知识就是这样，

很美好！

（辅导老师：郭花荣）

·校园传真·

第一场雪

淇滨小学五（二）班 赵怡鸽 小记者证编号：20110067

“下雪了，下雪了！”听到同学们的

喊声，我不禁向窗外眺望。这是今冬的

第一场雪。

“哇，好美呀！”空中的雪花就像一

粒粒晶莹的小珍珠， 漂亮极了！ 下课

了，同学们连忙跑出去打雪仗，我也随

着同学们跑了出去。

“啪，啪！”一个个雪球砸在我的衣

服上， 我也不分青红皂白， 抓起一把

雪， 就扔向别人。 好多同学成了“雪

人”。雪花好像也想和我们一起享受着

开心的时刻，在空中翩翩起舞！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上课铃

好像跟我们作对似的， 在我们玩得最

高兴时响起。

雪下得越来越大， 洁白的雪花悄

无声息地飘落，给房屋、大树……盖上

了一层棉被。雪花的味道甜甜的，它给

大家带来了欢声笑语。

马路上， 警察叔叔像一个个威严

的士兵，手臂做出各种姿势，指挥着来

往的行人车辆， 雪花落在他们的身上

和帽檐上， 他们俨然成了一个个“雪

人”。 可他们全然不顾，不时亲切地叮

嘱大家注意安全， 温暖的话语像一股

股暖流，让我们心里暖暖的。

雪，不停地下着，天地间像织起了

一张白色的网！ 啊，雪，美丽的第一场

雪！

（辅导老师：杨丽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