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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小学2017年科技节精彩纷呈
“
科学启迪智慧，科技创造未来”。 在硕果累累的金色十月，为期一个月的繁荣小学第五届校园科技节活动，正式
拉开了帷幕。
本届校园科技节的主题是：“实践、创新、成长”。 今年的科技节内容丰富多彩，形式生动活泼：有科学体验活
—参观科学教具展、变废为宝手工制作、参观标本室、游览动物园，有精彩的竞赛活动——
—魔方转起来、手掷纸
动——
飞机、巧手拼拼图，还有科普征文、科幻画比赛等，众多活动等待同学们的热情参与。
在为期一个月的科技节中，孩子们用激情和活力，用聪明和才智在这片舞台上尽情演绎繁小少年的风采；以睿
智的科学思维和敏锐的科学眼光，积极地实践，大胆地想象，勇敢地创造。 科学的梦想在他们幼小的心田生根、发芽、
开花；科学的精神在校园里畅快地演绎，淋漓地发挥！

让我们转起来

魔方是一种变化多端的智力玩具，它
曾被社会学家誉为“
20 世纪最有影响的

100 项发明之一”。 10 月 25 日下午，淮安
市繁荣小学组织三、五、六年级部分魔方
爱好者，参加了学校科技节系列活动——
—
“
魔方比赛”。 赛前，魔方被随机打乱顺序，
参赛选手以智慧加速，和时间赛跑，争取
在最短的时间将魔方复原。随着裁判老师
的一声令下，只见魔方在选手们的手中快
速地翻转，在不停的旋转中，原本杂乱的
魔方不一会儿就已经成型，其速度令人眼
花缭乱， 围观的同学不时发出阵阵赞叹。

选手们在学玩魔方的过程中，都明白一个
道理，那就是勤于思考、刻苦练习、坚持不
懈才是通向成功的阶梯。 最终王麒茺、丁
睿希、张天易、程志瀚杰等 13 位同学脱颖
而出，分获各年级的一等奖。 本次魔方比
赛不仅丰富了学生们的课余文化生活，还
提高了他们动手动脑能力、 逻辑思维能
力、空间感及积极进取、永不放弃的精神，
成为学校 2017 年科技节活动中一抹亮丽
的色彩。
卢志鹏

纸飞机比赛
近日， 繁荣小学举行了科技节系
列活动之——
—纸飞机比赛。 一年级的
小朋友虽然比较小， 但是参赛的积极
性很高，大家都想为班级争光。
每个班级都派出了最优秀的孩子
们参赛。 他们首先要在规定的时间内
用纸制作飞机。操场上，孩子们专著地

折，用心地装饰，一举一动像模像样。
随着一声哨响， 同学们都使出了吃奶
的力气把飞机往远处掷出去。 只见一
架架飞机在天空中划出一道道美丽的
弧线。 班级啦啦队的呐喊加油声起此
彼伏。 每个孩子脸上都洋溢着快乐的
笑容。
刘芬芬

手疾眼快

智力比拼

2017 年 10 月 18 日下午， 繁荣小学在
三楼会议室举行二年级拼图比赛，由各个班
级选出来的 18 名同学参加了此次比赛。
此次比赛采用计时制，根据时间长短评
选出一、二、三等奖。 比赛前，选手们个个热
情高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裁判老师一声
令下，选手们开始专心致志地摆弄眼前的拼
图小片，一边对比着图片，一边寻找相关联
的几片， 动手拼起来， 赛场顿时鸦雀无声。

秋 游
“
动物园里的游乐场可好玩儿了”
“
真
的吗？ 哎，你带了什么？ ”有薯片、饼干
……”咦，学校今天怎么这么吵？ 哦！ 原来
是要去的动物园秋游了。
经过一个多小时艰难的长途跋涉，终
于来到了动物园。虽然是动物园但星里面
的游乐场却是我们的最爱。 所以，一进动
物园，我们就直奔游乐场。
只见有的班级正在坐碰碰车，场地里
到处都是碰碰车撞在一起的“咚咚”声和
同学们快乐的欢笑声。
那边还有人正在玩
“
海盗船”，在上面
不停地前后摆动， 享受着作为海盗的刺
激。女同学们的头发就像我们的心情一样
迎风飞扬起来。
而一二年级的小豆包们只能在旋转木
马上一圈又一圈地转着。 虽然在我看来比
较无聊， 但是这毕竟是他们第一次离开爸
爸妈妈进行集体活动， 所以他们的脸上个
个都像开了花一样。
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要数勇闯
“
魔灵
世界”了。这是我们高年级的探险项目，一
听名字就知道里面肯定比较恐怖！再看入
口设置在了一个高大的黄褐色的山洞里，

淮安市繁荣小学

五（5）班

一眼望去，里面黑乎乎的，这胆子小的同
学就开始有点发怵了！
这时， 传来了售票员大叔的声音：
“
喂，胆小的小同学别进去啊！ 被吓哭自己
负责啊！ ”他这么一喊，倒是激起了同学们
的
“
斗志”，因为个个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
胆小鬼呢！
于是， 我们就这样一窝蜂地冲进了
“
魔灵世界”。 一进去，光线立刻暗了下来，
只有头顶闪烁着微弱的紫光，耳边还不时
传来怪异的叫声，把我们一下子就带到了
未知的阴森诡异中。
小心翼翼地往前走了几步，发现两边
是一个一个的小洞穴，洞穴里是 一个又
一个的鬼怪人物。那边是面目狰狞的阎王
爷，他正坐在高高的木桌前，审判着跪在
他面前的一个阴魂，他的身侧站着的是穿
着黑白衣服的黑白无常，我只敢往他们瞟
了一眼，耳边就传来了司翱撕心裂肺地喊
声：“妈妈，你在哪儿？ 我要回家，我要回
家！ ”吓得我差点跟着惊叫起来。
壮起胆子和好朋友郝思源弓着腰，快
速地往前跑。 突然面前出现了一个大怪
兽，看起来和《奥特曼》里的怪兽一模一

看！一个个睁大眼睛，聚精会神，有的选手眉
头紧皱， 有的渐露笑颜……十几分钟过去
了，第一个拼好的孩子高高举起小手，接着，
第二名，第三名……三十分钟内，所有的参
赛选手都完成了拼图，真了不起！
此次拼图比赛， 融娱乐和知识于一体，
不仅充分展示了孩子们的聪明才智，还培养
了学生动手动脑的综合能力。
张海英 李崇玥

胡潇予
样，身材臃肿，张着血盆大口，一边吼叫，
一边张牙舞爪的向我们扑来……我俩和
后面的同学抱头鼠窜， 就差没魂飞魄散
了！
跑过一个拐弯， 迎面戳来一双手臂，
我们立即杀猪般地惨嚎起来：
“
妈呀！ “
” 鬼
“
不，僵尸啊！”那僵尸正伸直了手臂，
啊！”
睁着空洞的眼睛， 一跳一跳地向我们走
来。 我们瑟缩着抱成一团，惊慌失措地往
外逃去……
几经周折， 我们终于冲到了外面，一
下子冲进了阳光里。 也只有阳光才能驱散
我们心中的恐惧了。 管雨乐抱怨说：
“
早知
道这么恐怖，说什么我也不进去啊！ ”
郝思源附和道：
“
是呀！ 是呀！ 幸亏我
们一群人进去， 不然还不知道吓成啥样
呢！ ”说完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对着彼此
有点惨白的脸哈哈大笑起来。
后来， 老师带领我们和动物园里的小
动物来了一次亲密接触， 小动物们那可爱
的样子立刻吸引了我们全部的注意。 一直
到了中午， 我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动物
园。 这次秋游真的好难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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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小学
2017 年科技节获奖名单
掷纸飞机
一等奖：一 3 李博锐 一 4 范姝言 一 3 江子琳
一 6 谈浩博 一 4 文彦皓
二等奖：一 5 孙诗妍 一 2 叶梓萌 一 4 任宇星
一 1 汤仁杰 一 6 李苏闲
三等奖：一 2 颜 妍 一 1 苏子轩 一 5 蒋运可
一 3 姜鸿宇 一 5 徐一曈 一 3 宋瑾轩
一6范 哲
巧手拼拼图
一等奖：二 2 李佳恬 汤 雪 毕 畅
二 6 徐欢馨 薛雨涵 杨一凡
二等奖：二 5 吴谦瑞 刘颖璇 徐子韵
二 3 吴雨彤 李晨旭 汪 颖
三等奖：二 1 张紫萱 侯嘉悦 岳 莹
二 4 王哲远 杨 悦 王佳欣
玩转魔方
一等奖：35 丁睿希 35 王麒茺 35 侍宇航 32 贺家乐
33 齐 宣 34 张轶宸 55 张天易 55 司 翱
56 冯家乐 56 张雨萱 61 王佳旺 64 陈 珂
65 程志翰杰
二等奖：31 李佳儒 31 任家威 36 幸杰锋 34 李乐轩
34 何子璇 32 孙铭一 51 闵兰清 56 洪子涵
64 王蕴辉 66 徐肖澜
三等奖：31 吴雯杰 32 史承宇 33 褚雨欣 33 韦 伟
36 庄安新
变废为宝
一等奖：42 马世杰 46 郭子墨 46 徐晨光 45 程贝妮
44 唐义峰
二等奖：42 张羽涵 44 马鸿宇 45 王婧如 46 邵文欣
43 陆铭堃 43 顾紫涵
三等奖：41 刘雅群 42 董 乐 43 陈思媛 44 孙晓涵
45 顾陶然 45 范慧娴
儿童画
一等奖：11 孙曼淇 15 刘明昊 16 朱嘉俊 12 黄 亭
25 陆德川 22 刘星园 21 袁珈欣 22 温 凯
二等奖：13 韩俊宇 13 丁浩轩 14 魏路欣 14 杨 淳
22 刘家鸣 21 侯嘉悦 21 张涵雅 25 张 玥
三等奖：12 皇月彬 12 颜 妍 11 杨静娴 13 宋瑾轩
24 李 好 23 熊紫煜 26 张子怡 24 孙梓淇
15 石新业
手抄报
一等奖：33 吴雨洁 31 李昊亮 31 李馨冉 46 胡益诚
42 王姿心 42 宋雨恬 44 刘芯尔
二等奖：34 李乐轩 35 刘一佳 32 高 煊 34 孙诗妍
46 仇吕雅 43 孙羚翔 45 程贝妮 43 毛星予
三等奖：36 张雨霏 35 孟 洋 36 黄 灿 32 乔佳馨
31 曹智余 45 王婧如 45 任思琪 46 徐佳敏
44 孙海洋 43 顾紫涵
主题征文
一等奖：51 韩丁怡 56 曹宇轩 55 胡潇予 53 薛誉奇
56 洪子涵 54 邵 尉
二等奖：51 李 凯 53 梁 爽 55 张悦瞳 54 戴澎蕊
52 颜恬恬 52 吴思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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