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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 A4 纸剪出五瓣花

实验学生：
李娅曙
杨玉婷 李乐
指导老师：
三店学校剪纸老师张春莉
实验材料：
一张 A4 纸、一把剪刀、一支铅笔

剪纸是中国最古老的民间艺术之一，一把剪刀，一张纸，就能创作出千变万化的美丽
图案。 剪纸历史悠久，用途广泛，不仅能张贴于门窗、墙壁作为装饰，还可用于衣饰、鞋帽、
枕头，表示人们对节日的庆祝，对生活的美好祝愿。 本期动手动脑，我们邀请东西湖区三
店学校剪纸老师张春莉，带领大家用一张 A4 纸，剪出美丽生动的花朵。
步骤一

首届“新华杯”全国中小学生
电影故事写作大赛 作品选登
大赛报名网址：http://xinhuabei.xingyutu.cn

中国欢迎你
武昌实验小学复地东湖国际校区
中国曾历经苦难，现在她又迎头
赶上。她科技发达，她历史源远流长，
她有着太多丰富的内涵，不仅有丰富
的传统文化，又有许多美食，还有更
多现代的高科技呢……如果你们想
知道得更具体、更完整，且让我为你
们一一道来！

新创造——
—共享单车
现在在城市中，你见得最多的东
西肯定就是共享单车了。 共享单车
有橙红色的摩拜单车，有黄色的 ofo
单车……这些自行车使用方法很简
单：第一步，下载手机 APP 扫车子上
的二维码；第二步，扭动或按下自行
车上的密码（有的扫了码便可骑走）；
第三步，骑走自行车。
怎么样，够方便了吧！ 因为共享
单车，共享单车的创始人胡炜炜阿姨
也火了。 她说从第一辆共享单车到
城市各个角落都布满它，只用了差不
多一年左右！ 这么短的时间里，她竟
和她的团队造出了我们生活中必不
可少的东西！ 我真佩服她！

将 A4 纸沿长轴对折，并在对折线上找出
中心点，呈一个瘦长方形。左手按住中心点，右
手将右侧纸角提起向上折，使中心点和右顶点
之间出现一条折痕，并打开恢复成瘦长方形。

步骤二

实
验
步
骤
：

随身携带——
—移动支付
右手按住中心点，左手将左侧纸角向上折，
边缘对准步骤一中完成的折痕，保持折叠状态。

前面提到了用手机下载共享单
车的甜头，现在我们来讲讲移动支付

的 APP 及好处。
移动支付中国人已经离不开了，
我的家人最常用的有：1.微信支付；2.
支付宝；3.工行融 e 联。 我主要介绍
微信支付，因为这个最方便。
微信支付用的是网络钱币，可以
用多种方式转出或转入。如果你妈妈
给你买了一支钢笔，五元七角，你妈
妈正好没带零钱，便拿出手机，打开
微信，进入我的钱包，扫店主的码，发
红包过去，转账过去，“叮咚”，店主收
到钱了，钢笔到手了。
现在你们是否都知道中国的共享
单车、移动支付是多么便利了吧？ 如果
你们没有来过中国或来了还想来，请
一定记得来的时候带上手机喔！
记住，
“
中国欢迎你们的到来！ ”
叶子紫老师点评： 三年级的小朋
友能挑战高考作文，首先就是需要勇
气的。但金心然小作者的开头十分自
然流畅，首先概括了中国的过去和传
统文化，又抛出了更多的现代高科技
的话题，显得十分自然。 可见金心然
同学对身边的生活不仅注意观察，而
且如何使用也了如指掌，这是非常可
贵的。如果能用第二人称的形式来写
一 封 信 ，或 用 童 话 的 方 式 ，用 故 事 说
出这些信息，是不是会更有创意呢？

步骤三

佳作
赏析

步骤七

回忆

将右侧纸角沿折痕向上折，按紧，保持折
叠状态。

洪山区金鹤园学校初一（2）班 张露

步骤四

用剪刀沿铅笔线剪纸，再展开，一朵美丽
的五瓣花就诞生了。
将左侧纸向右折，形成如图所示的形状。

步骤六

步骤五

记者陈晓彤
记者彭年 摄
拿起剪刀，将横线上部分剪掉，留下一个
完整的三角形。

在倒三角上， 用铅笔画上如图所示的形
状，也可以画上自己喜欢的花样。

同一个“世界”不同的“视界”

爱眼故事图画评选启动网络投票
通讯员熊蕴宁 记者邓小龙
不同视力的孩子眼中的世界有
什么不同？ 中小学生有哪些
“
爱眼护
眼”故事？ 武汉市中小学生视力健康
管理
“
爱眼护眼”故事、
“
我的视界”儿
童画评选于 6 月 15 日正式启动，6
月 24 日—30 日，通过初审的作品将
通过网络进行公示和投票，由专家评
审组对网络投票排名前十的儿童画
作品， 排名前六的小故事进行终审，
评出一、二、三等奖。
本次评选分为“爱眼护眼”故事
和
“
我的视界”儿童画两组，最终结果
由网络投票与专家评选共同决定，专
家团队由武汉市学生视力健康管理
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组织。 专家评
审将于 7 月 1 日至 7 月 2 日进行，在
网络投票环节中，儿童画每组前十名
和小故事每组前十名的作品都将进
入专家评选环节。

1. “爱眼护眼”故事
2. “我的视界”儿童画

评比分组
儿童画： 小学 1 年级 ～3 年级组；小学
4 年级 ～6 年级组；中学组，共分三个组。
爱眼故事： 小学 1 年级 ～4 年级组；小
学 5 年级 ～6 年级组； 中学组， 共分三个

评比标准
儿童画评比标准：
1. 紧扣主题；
2. 富有儿童情趣；
3. 有创意和想象力。
小故事评比标准：
1. 主题鲜明；
2. 具有故事性；
3. 语言通顺流畅。

在小升初时， 我是何等的激动，
我终于写完了人生第一张答卷，但
是，我最好的几个朋友转学了。 而那
之后，就一直都是雨季。
夏日的雨大且疲倦，为我青春伊
始而默哀。 此刻，我似乎成了南唐后
主，望月而叹。 我喜欢他的词，赞赏
他的才华，却只能说他怯懦，前半生
醉生梦死，后半生哀怨愁苦，做个才
子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帝王，只能叹
“无言独上西楼， 月如钩。 寂寞梧桐
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 是离
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
时间是抽象的，不仅仅是齿轮的
转动，转 60 下就过去了一分钟，也非
手表上所显示的数字，上一秒消失的
就已成过去。 朋友都往前走了，留我
原地徘徊。 也许，爱回忆的人，脚步
总会比别人慢一些。
记忆中，有难以忘怀的、痛彻心
扉的片断，此时，犹如毒藤蔓一般在
心底延伸；那些快乐的、温暖的记忆，
此刻，也变得更让人刻骨铭心。 回忆
啊，是那样静，如镜花水月，似乎只要
灵光一闪，就泛起涟漪，于是，仿佛时
间也随风逝了……都说， 胜人者有
力，自胜者强。 似乎就是如此，一切

归零，可这个过程那样的痛苦，回忆
似乎蒙上了雨季的湿润，夏日阳光的
尘埃。
有一个小男孩买蜂蜜不慎跌倒，
蜂蜜顺着瓶子破处流出,他未曾看一
眼,转头就走,重新买了一瓶。 他身旁
的大人问他, 何故看都不看一眼呢？
他答道，看也没有用了，事已至此，难
不成我哭一场？
我是一个将蜂蜜打碎的小孩，却
只知道哭泣，似黛玉葬花，没有拿破
仑“你若用你的身高来嘲笑我，我就
削下你的脑袋， 来取消这个差距”的
魄力。
时间已过万重山， 回忆再多，都
注定成为过去。 回忆标志着结束，未
来标志着新生。 生活中不仅仅有回
忆，也有未来，向前看总是正确的，何
故不让未来来，让过去去呢？ 珍惜眼
前人，往后，且行且珍惜。
指导老师胡洁点评： 作者用独特
的视角阐释“回忆”的意义，并大胆地
批 判 “回 忆 ”，文 中 巧 妙 地 引 经 据 典 ，
增强了文章的厚重感，又运用了通俗
易懂的故事表达自己的心情，让读者
深 思 ：回 忆 ，不 如 珍 惜 眼 前 ！ 含 义 深
刻，耐人寻味。

寻找胖虎
武昌区四美塘小学二（5）班 余瑾惠

儿童画、小故事评选每组分设一
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
活动还将设参与奖、人气奖若干。 最
终评审结果将于 7 月 3 日公布。
6 月 6 日，全国
“
爱眼日”主题宣
传活动主会场设在武汉， 各区中小学
生积极参与
“
爱眼护眼”故事、
“
我的视
界”儿童画征集活动，使学生接受爱眼
文化的熏陶，提升视力健康素养，也展
示了各校视力健康促进与教育工作成
效。 教育部体卫艺司巡视员廖文科在
活动中表示， 近年来武汉青少年近视
眼防制工作成效显著，走在全国前列；
作为全国唯一的
“
学生近视眼防控工
作实验区”，武汉市构建了在政府主导
下，由学校、家长和武汉视防中心三方
共管的独特模式， 中小学生近视的发
生和发展得到有效控制，为全国其他
地区提供了有利借鉴。

评比项目

组。

三（1）班 金心然

长 江 日 报
武汉视防微信二维码
咨询电话：400-880-6998

市学生视力健康管理工作
合办
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胖虎是一只东北虎，它的体重达
到了五百多斤， 生活在东北虎饲养
区。
一天，思羽、凡力、多多、查理一
起去“东北虎饲养区”找胖虎，调查胖
虎的活动范围， 每天的运动量有多
少。
他们先找到了工作人员，工作人
员给胖虎注射了麻醉剂。 趁胖虎睡
着，思羽拿出电能项圈，套在了胖虎
的脖子上，然后在自己手上戴上一块
小巧的手表，说：“我手上的这块高科
技手表能感应到项圈，记录下胖虎移
动的轨迹。 ”真是太神奇了！
麻醉的效果很快就过去了，胖虎
迷糊了一会， 爬起来若无其事地走
了。 大家好奇地盯着表环，兴奋地跟
踪着胖虎的踪迹，一直到半夜，表环
上的光点一动不动，胖虎回到它的洞
穴里睡觉了， 小伙伴们也都累了，大
家才回家休息。
第二天早晨七八点时，思羽就醒
了。一看手表，思羽大叫一声：“糟了！
表环上没有任何显示了！ 这是怎么
回事？ ” 思羽拔腿就往饲养区跑去。
来到胖虎的洞穴前，多多、凡力和查
理正在那里焦急地来回踏步，看来他
们都知道胖虎失踪的消息了。 思羽
自言自语地说：“胖虎怎么不在，难不
成它生病了？或是被偷猎者抓走了？”

“偷猎者？ 什么是偷猎者？ ”查理在一
旁听到了，好奇地问。
“你这都不知道！就是杀死动物，
把动物的皮拿去卖高价的人。 ”凡力
和多多异口同声地回答。一想到胖虎
可能被偷猎者抓走了， 大家更担心
了。
还是思羽比较镇定，说：“别急别
急，先去查看一下监控再说。”小伙伴
们怀着焦急的心情前往监控室，去查
看铁面无私的监控，终于在饲养区后
门发现了胖虎，一群人正准备把它抬
到一辆车上！
发现胖虎了！ 大伙顿时振奋无
比。 跟着工作人员一路狂奔，终于追
上了偷猎者们。小伙伴们问：“为什么
你们要抓胖虎？ ”那群人赶紧说：“我
们不是要抓胖虎，而是要把它带去做
检查，胖虎太胖了需要立刻减肥。 你
们看，它戴的项圈现在都快勒得它喘
不过气了，好不容易才取下来。 ”
“哦，原来是这样呀……”大家你
看我，我看你，再看着“偷猎者”手上
拿的项圈，原来只是虚惊一场。
指导老师程琳丽点评： 余瑾惠是
个爱学习的孩子，特别爱看书。 每周
的日记她已经不满足写写身边的事，
开始写起了自己的童话故事。 《寻找
胖 虎 》是 她 的 第 一 篇 童 话 故 事 ，还 在
班上掀起了一场编童话故事的热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