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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康小学

体验如鱼得水的乐趣

运动会徽章设计大比拼

50 名小记者参加游泳公开课
本报讯（记者 商乐 文/摄）暑假即将
来临，对孩子来说，最好的避暑休闲方式莫
过于游泳，既能锻炼身体，又能学会一项新
技能。16 日下午，市小记者协会携手白鹿
奥体健身中心开展游泳公开体验课活动，
50 名小记者体验了如鱼得水的乐趣。
活动当天，小记者们早早地来到白鹿
奥体健身中心，迫不及待地想和泳池来个
亲密接触。游泳教练按照小记者是否会游
泳和游泳水平，将小记者分成五组，分别
进行针对性教学。学习游泳可不仅是在
水中，在岸边也是大有讲究的。在下水
之前，教练就带着小记者们一起做热身
操，再慢慢用水把身上湿润一遍，再由教
练一个个带领着下水。只见不会游泳的
小记者们在教练的带领下，一个搭着一
个的肩膀，开始在水中行走、呼吸，再逐
渐练习水中漂浮等动作。另一边，本身
就会游泳的小记者也在教练的带领下开
始加强学习。小记者绑上悬浮板在教练
的教导下一一规范动作。明德小学的小
记者沈佳璇告诉记者，她会蛙泳，但只会
基础的。教练针对沈佳璇对蛙泳的掌握程
度和水平，对她的动作进行一一纠正，帮助
她加强技术和速度。

教练带领小记者熟悉水性
渐渐地，在教练的细心专业指导下，很
多小记者都找到了感觉，使劲
“飞”了出去，
再把头闷进水里憋气，把两条腿绷直，拍打
水面，溅起一条条水花。长达一小时的公
开体验课在欢声笑语中结束了，小记者们
都觉得意犹未尽。
“ 这样的公开课太过瘾
了，下次还想参加。”几名小记者表示。此
次游泳公开课不仅使小记者们真正体验到
了游泳的乐趣、提高了游泳技能。据悉，市

小记者协会联合白鹿奥体健身中心，在 6
月份将推出三次免费游泳公开体验课，让
对游泳有兴趣的小记者，及暑期有计划学
习游泳的小记者们率先体验游泳的乐趣。
同时，市小记者协会还联合白鹿奥体健身
中心推出游泳比赛及暑期游泳培训班，详
情请关注“九江市小记者协会”微信公众
号，
欢迎小记者报名参加。
咨询电话：8538665

走进瓷都 创造七彩童话

彭泽城关完小小记者走进景德镇陶修之家

小记者认真制作彩泥

本 报 讯（记 者 林 双 双 文/
摄）为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并能
在体会彩泥、彩绘乐趣的同时又
能培养学生良好的卫生习惯和行
为习惯。6 月 11 日，市小记者协
会组织彭泽县城关完小 144 名小
记者前往景德镇虚谷工坊的陶修
之家，开启一段不一样的七彩童
话之旅。
“景德镇是瓷器之国的代表和
象征，制瓷历史悠久，瓷器精美绝
伦，闻名世界，故有瓷都之誉称。”
一段关于景德镇由来的小视频，
拉
开了序幕，
让小记者们对瓷都有了
更进一步的了解。
“景德镇的四大
名瓷有青花瓷、玲珑瓷、粉彩瓷和
高温颜色釉瓷。
”
在有奖问答环节，

小记者们积极举手、
准确无误地回
答。紧接着的动手环节，
更是让小
记者们激动不已。桌上事先准备
好的颜料、
调色盘及白瓷盘等彩绘
工具，看着这些工具，心中早已泛
起激动的浪花，
小手已经在蠢蠢欲
动地触碰着它们。在工作人员简
单讲解后，一句开始动手吧，空气
中荡起无数创意小精灵。“我画
了一个大笑脸，代表着我此时此
刻的心情，希望每个看到我作品
的人，也都有一个好心情。”小记
者介绍着自己的作品。完成作品
后，陶艺老师根据小记者绘画的
作品，给小记者颁发奖品。
享用完可口的午餐后，七种
颜色的彩泥，犹如一道道美丽的

暑假即将来临，为了让孩子过一个丰富的假期，很多家长都想
给孩子选择一个适合的夏令营。但是社会上琳琅满目的夏令营项
目，让家长挑花眼。市小记者协会 2017 研学夏令营今年再度出发，
带孩子们边游、边玩、边学，让孩子们过一个不一样的暑假。而小记
者在夏令营期间用文字写下的所感所悟，都有机会在报纸上刊登。

一、
“小小特种兵”军事特训营
此次活动主要内容为军事训练——行为
习惯养成；团队拓展——主题活动训练；垄上
劳作——野外生存训练；
心智成长——励志教
育训练；
情感培训——感恩教育学习。总教官
为陆军某集团军特战旅退役军官、
团中央授予
的
“全国青少年课外活动外辅导员”
曹瑞。
对象：7—15 岁青少年
时间：2017 年 7 月—8 月（共 6 期）
地点：湖南民族学院（岳阳市）
收费标准：2380 元/人（包括：交通、营地
食宿、训管、
服装、
道具、
资料、
保险等费用。
）
二、
和我一起踏上红色之旅，点亮整个夏天
7 天的时间里，
孩子们将参观红岩魂陈列
馆—渣滓洞、
白公馆、
重庆人民大礼堂、
重庆抗

彩虹，划过小记者眼前，勾起了小
记者无限的创造力。在陶艺老师
的演示下，小记者们纷纷开始动
手制作。
“看，我做了一个星球，蓝
色的地方是海洋，黄色的地方是
礁石，黑色的地方是遥远的地方
……”小记者骄傲地展示自己的
作品。
“时间好快呀，就要回去了，
还真是有点不舍得。今天不仅学
到了很多关于陶瓷的知识，还亲
眼看到了陶瓷是怎么制作出来
的，这些都是课本上学不到的，我
回去后要和没有来的同学分享我
今天的收获。”在活动结束后，小
记者一边不舍地离开，
一边留恋地
说着。

本报讯（李璐 记者 商乐）为营造
校园数学学习氛围，培养学生的动手操
作能力和创新意识，近日，怡康小学举
行了设计“怡康小学第八届秋季运动会
徽章”
活动。
在本次活动中，学生们应用平移、
对称的现象进行徽标设计，体会对称与
不对称的区别以及平移、旋转和对称在
图案中的应用。本次活动为学生提供
动手操作，自主探究，合作节流的机会，
让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参与徽标的设计
和绘制，学校将对评选出的优秀徽标进
行表彰。通过本次设计徽标活动，充分
展示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极大地激发
了学生们学习数学、热爱数学、运用数
学的热情。一张张美丽的徽标记录下
学生心灵闪动的美丽火花，在学生的心
灵深处留下更多数学的烙印。

出口加工区学校
开展
“毒品预防教育
进校园”
主题教育活动
本报讯（张道碧 记者 商乐）近日，
出
口加工区学校积极开展
“毒品预防教育进
校园”
主题教育活动，
有效地让同学们对
毒品有更形象深刻地了解，
远离毒品。
据悉，该校结合八里湖公安分局禁
毒大队在该校设立禁毒教育基地的工
作，
合理安排和周密布置学校
“毒品预防
教育平台进校园”活动。老师带领学生
通过网络平台进行注册、学习、测试；举
办
“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主题班会，
观看
禁毒影片；
另外通过宣传橱窗、制作系列
禁毒宣传刊板，
通过大量的调查数据、科
学实验、案例和专家讲解，
生动、形象、直
观地介绍禁毒知识、毒品危害和防范技
巧，从而更有效地让同学们对毒品有更
形象深刻地了解，
从而远离毒品。

市烟草专卖局
开展驻店营销宣传活动
本报讯（彭芃 记者 商乐）近日，九
江市烟草公司组织全体在岗员工开展
驻店营销宣传活动。
活动中，按照每月开展驻店营销次
数不少于各单位（部门）在岗人数的标
准，每次不少于 1 天，制定活动安排计划
表。驻店营销人员在了解目标客户经
营情况的基础上，针对客户所处的商
圈、所服务的人群、经营中的短板或优
势，精心为其挑选适合培育的卷烟品
牌，在客户店中帮助客户站柜台,开展卷
烟文化宣传，
做好相关服务。

2017 研学夏令营来啦

4 条截然不同的主题路线 总有一条适合你

战遗址博物馆、
三峡博物馆、
重庆科技馆等；
将
前往解放碑商圈体验重庆中心城区风光、
黄桷
坪涂鸦一条街感受大学文化；
将参观武隆天坑
风景区、夜游江景朝天门码头，乘坐轮船体验
重庆夜景风光；将前往重庆小吃街特色古镇，
品尝重庆特色小吃及南山重庆老火锅等。
对象：
7—15 岁青少年
时间：
2017 年 7 月—8 月（共 6 期）
地点：
重庆
收费标准：小记者 2980 元/人、非小记者
3180 元/人（包括：交通、食宿、讲解、保险等费
用）
三、我到北京上大学 主题夏令营
此次活动，
孩子们将感受最繁华、
时尚、
国
际大都市，中国的首都：北京；爱国主义，国防

科技教育；
人文历史，
传统文化教育；
小记者大
采风活动；
自然科学，
益智健身教育；
名校励志
行，叩响最高学府大门，感受清华大学校园气
氛；
游览京城景点，
感受古都韵味；
游玩奥林匹
克公园，参观奥运健儿们的鸟巢与水立方；爱
我中华，
做一个自豪中国人，
仰望毛主席塑像，
留影人民英雄纪念碑，远观人民大会堂；不到
长城非好汉，
登万里长城；
传统艺术欣赏，
让童
心飞扬，
剧场观看杂技演出等。
开营时间：双卧，五天四晚。7 月 5 日/7
月 12 日/7 月 19 日/7 月 26 日/8 月 2 日/8 月 9
日/8 月 16 日/8 月 23 日
收费标准：
小记者 2980 元/人、非小记者
3180 元/人（包括：交通、食宿、讲解、保险等费
用。
）
四、
跟着课本去游学之
看苏州、
观杭州、
走绍兴 主题夏令营

孩子们将前往苏州，领略张继的《枫桥夜
泊》中的诗情画意；亲临姑苏城外【寒山寺】，
依古迹寻身影；走览【拙政园】，被誉为“天下
园林之典范”；游茅盾故居【乌镇东栅】，品古
镇风韵，感历史文化气息；赴杭州【西湖】，赏
自然风光听传说故事；
【鲁迅故居】找寻伟人
成长的痕迹；
【兰亭】传承传统文化。
开营时间：大巴，四天三晚。7 月 5 日/7
月 12 日/7 月 19 日/7 月 26 日/8 月 2 日/8 月 9
日/8 月 16 日/8 月 23 日
收费标准：小记者 1880 元/人 、非小记者
1980元/人（包括：
交通、
食宿、
讲解、
保险等费用。
）
报名方式
地址：南湖支路17号九江日报社八楼小记
者部
联系电话：0792-8538665、
18870217793
张老师、
18070233399 林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