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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曹埠小学始终将社团
活动作为打造校园幸福文化的支点、
建设素质教育的阵地。目前，全校356
名学生全部参加社团活动，学校共有
各类社团 25 个，覆盖文艺、科技、体
育、生活等各个方面。学校社团活动
广受学生及家长的好评，主要有以下
特色：

一、社团百花齐放，学校品牌社团
与教师微社团互为补充。

学校原有笋芽文学社、小百灵合
唱社、阿尔法编程社等成果丰硕的品
牌社团，但因此类品牌社团需要作文

教学的骨干教师以及专职艺术、体育、
科学、信息技术教师作为辅导老师，因
这类教师人数有限，无法吸纳全校学
生参加社团活动。从 2010年开始，学
校鼓励有特长、有爱好的教师成立教
师微社团，根据自己的爱好、特长以及
学生的喜好打造了一批教师个人微课
程。如魔方社、编织社、隶书社、象棋
社、小主持人社、衍纸画社、手工缝制
社、气球造型社、跳绳技巧社等。这
样，学校品牌社团与教师微社团互为
补充，使得全校学生有了更多的选择。

二、学生全员参与，学生自主选择

与教师择优录取相互结合。
学生报名参加社团活动遵循自

主选择的前提，学生意愿和教师择优
相结合的方式。学期开始时，学校利
用美篇 APP 向学生和家长公布本学
期开设的社团以及本学期社团活动
课程安排，供学生和家长选择。接
着，学生借助网络报名系统报名自己
中意的社团。为防止出现孩子报名
的社团与孩子能力、兴趣不匹配的情
况，报名时可以填写第二选择。然
后，社团辅导老师对已报名学生进行
面试，择优录取。落选的学生可以继

续选择自己之前的第二选择。这样，
学生自主选择与教师择优录取相结
合，使得社团活动真正成为了适合学
生发展的渠道。

社团百花齐放，师生共育其香。
曹埠小学丰富多彩的社团建设，不仅
为社团指导老师提供了施展才能的
舞台，更为广大学生开拓了丰富自
我、自我提升、自我完善的平台，成就
了师生的幸福成长。在曹埠小学幸
福教育的沃土上，佳木繁阴可期，桃
李芬芳可待！

如东县曹埠镇曹埠小学

秋高气爽，丹桂飘香。迎着朝阳，我们小记者团坐上了去
消防大队的大巴车，一路上和同学们有说有笑，大家的内心十
分激动。

大约半小时后，我们到达了消防大队。老师先给我们分发社
团服装，穿戴完毕。走进消防大队，映入眼帘的是整齐又庄严的环
境，让我肃然起敬。一位年轻的消防叔叔给我们讲解了消防车的
类型、功能以及车内各类救援器材，并给我们展示了用途用法。最
精彩的当然要属消防员叔叔开出了消防车为我们演示灭火救援演
习，只见水柱一开始只能喷到车顶上，后来越喷越远，竟喷到了几
十米高空外的地方。这时，我兴奋地大叫一声：“哇，快看！快看！
有彩虹！”“真的！”“彩虹！”好美啊！原来水柱经过阳光的折射形成
一道美轮美奂的彩虹，让人赏心悦目。演习结束，我们来到了消防
大厅，消防员叔叔找了两位同学一起和他们演示穿消防服，而两位
同学甚至连帽子都还没带好，对比之下，消防员仅用二十秒便穿好
了消防战斗服。这是多少次的练习才能换来的啊！我的内心感慨
万分。最后在消防员叔叔的指导下，同学们顺利地穿上了消防服，
戴好帽子，当了一回“小小消防员”。

带着依依不舍的心情我们离开了消防大队，来到了如东县融
媒体中心，在浓厚的好奇心下我们近距离参观了演播厅，走上了主
播台，过了把主持人的瘾。

中午，我们去荷园包了水饺。在包的过程中，虽然遇到了困
难，但我们团结一心，克服困难。男同学去烧火，但事情总是出乎
意料，灶膛内的柴火浓烟滚滚，他们的脸上竟然被“画”上了“烟熏

妆”，惹得大家捧腹大笑。
吃完亲手包的香喷喷的水饺，稍作休息。下午来到了我们最期待的活动

——真人“CS”对抗赛，教官给我们分好组，交代好游戏规则。我们急切地戴上
头盔，拿起武器，整装待发。

比赛开始，我是蓝方，等红方隐藏好后，我就迫不及待地冲了进去。不一会
儿，一个敌人进入了我的视线。“嘿嘿，你逃不掉了！”我举起枪扣动扳机，“啪”给
了他一枪。只听“啊……”一声，一个“敌人”被我击中。这时又有几个敌人冲了
过来，我一阵猛扫，“啪啪啪”，敌人被我打得落花流水。在大家的相互配合下，
最终，我们攻下了敌人的阵地。大家发出的欢呼声响彻天空。

夕阳西下，快乐的时光都是短暂的，难忘的实践活动结束了。我依依不舍
地告别同伴，在心里热切地盼望着下一次活动的到来。

（指导老师：杨俊生）

秋天的风是凉爽的，秋天的阳光
是温暖的。在这迷人的十月，我们小
记者踏着早晨的第一缕阳光终于走
出校门，实践啦！

我们走进了消防大队，映入眼
帘的是各种各样的救火使用的消防
车，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可以把人送
到高处的云梯消防车，消防员叔叔
不仅给我们简单介绍了它的造型
结构，还给我们讲了它的作用：“它
可厉害了，能在高空中救火，”因此
我感觉它很酷。消防员叔叔还带
领我们认识了许多救援器材以及
它们的用途。在介绍消防服时，消
防员叔叔兴致勃勃地问：“有没有
小朋友想试一试呢？”我们一个个
都积极地举手，当我偷偷去摸了这
个消防服后，我的心坎里不由得捅
出一股敬佩之情——无论是严寒酷
暑，他们总要穿着这身衣服去挽救
他人的生命，消防员叔叔真了不起！

我们不仅过了一把“小小消防
员”的瘾，还真正当了一回“小主持
人”。走进了融媒体，这可把我们高
兴坏了。我很荣幸地去了播音室录
制了一段音频，这也可能是我人生目
标一个新的起点。

“咕噜，咕噜”不经意间就到了
中午，老师让我们自己包饺子吃。
我拿起饺子皮心里一十五个吊桶打

水——七上八下，生怕自己包的不
好，被同学嘲笑。我小心翼翼地把
饺子皮放在手心，用筷子挑了一大
块肉馅儿，刚开始还好，有模有样
的。过了一会儿，饺子就像气球吹
爆了似的，破了肚子这怎么行？我
慌忙地把它藏在饺群中。我偷偷看
着同学们包的模样，这才发现是我
放的馅儿太多了，接下来我按着同
学们的步骤，一步一步包饺子，一切
都还顺利。我们终于吃上了自己包
的饺子，心里美滋滋的，觉得饺子特
别美味，或许这是自己劳动的成果
吧！

吃完饭后老师带我们玩了游戏
“珠行万里”，我们拿着管子一个个叠
在一起，组成了“滑滑梯”用一个球放
在管子上，让他顺着滑滑梯安全着
陆。我拖着管子大气都不敢喘，生怕
失败了，但该来的还是会来的，心不
齐，没有团队合作意识，终究是逃不
过失败的。我们拾起这份失败，吸取
了经验教训，开始有序地练习了起来
……只听到一阵阵笑声撒在柔波的
霞光中。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在这迷
人的十月，伴着最后一缕夕阳，我们
告别了这场有意义的旅行，收获满
满，期待满满。

（指导老师：杨俊生）

2021年 4月 22日，对于我们
这些小小文学社员来说，是个特
别激动人心的日子，因为我们要
去参观“笋芽”文学社展览厅了。

这是学校为二十年社庆特别
打造的一项重点工程。一路上，
大家都在猜测展览厅究竟是什么
样子。来到“儿童之家”，拾级而
上，二楼左拐就到了。

进入展览厅的第一印象极
好！她由三间展厅组成，西一间
介绍了文学社的创办宗旨、关怀
过我们的领导作家等情况，中间
一间呈现了各位辅导老师和历届
社长的风采，东一间则通过奖状、
报刊等实物展现了二十年来文学
社所取得的成绩。各板块图文并
茂，且层次清晰，再加上引导员的
细致讲解，让我们知道了，原来文
学社在 2001年就已成立，原来孩

子们崇拜的“动物小说大王”沈石
溪也曾到过我们学校，给大家带
来了精彩的讲座，如果我能早点
出生就好了！

在第二展厅，我注意到一幅
地图，标记红旗之处皆是历届文
学社员曾经游历过的地方。通过
游学，社员们开拓了视野，练就了
观察的本领，那里不仅留下了社
员们的足迹和他们的美好回忆，
也为社员们撰写美文积累了素材
和情感。阅读那百篇佳作集，我
仿佛也在跟随师哥师姐们游览，
感受着他们眼中的美妙景物，体
会着他们鲜活的所思所想。古人
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果真不
假啊！

这次参观，让我大开眼界，更
为自己是其中的一员而无比骄傲！

（指导老师：汤晶晶）

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我们登上
了“小记者专列”，车厢里欢声笑语，我
们的眼里满是对这次研学之旅的期待
和向往。

第一站，我们“作客”如东县消防
大队。干净整洁的广场上，一辆辆红
色消防车像一个个随时待命的士兵一
样整齐地站在那里。消防员叔叔耐心
细致地给我们讲解了消防车上各种消
防器材的功能，通过认真聆听，我知道
了一旦有火情发生，这些器材都是挽
救人民生命和财产的重要法宝。此
外，我们还亲眼目睹了喷水车的演示，
巨大的水柱直冲云霄，下方还形成了
一道美丽的人造彩虹，引得“观众”阵
阵惊叹。

第二站，我们参观了如东县融媒
体中心，知道了什么是新闻，并走进了
神秘的新闻演播室，过了一把主持瘾
……不知不觉，就到了中午，我们的肚
子“齐奏”出“饥饿交响曲”。于是，我
们又前往第三站——荷园，参加一举
两得的包水饺活动。

我们洗好手，洗干净碗和筷子，
就正式开始包水饺啦！我先拿过一
张饺子皮摊在手心里，接着用筷子夹
了些韭菜馅放在皮中央，然后用手指
在碗里蘸了一点水涂在皮的边沿部
分，最后把皮对折起来，两只手的大
拇指和食指握着半圆形的扇面用力
一捏，一个漂亮的元宝就包好了。别

看我描述得这么“行云流水”，光是取
馅，就尝试了好几回，那馅好像故意
在跟我作对似的，一次放得太多包不
下，一次放得太少干瘪瘪，但是包了
几次以后，我就掌握了馅的最佳用
量。经过与伙伴们的共同努力，饺子
皮终于包没了！再看看盛盘里的水
饺们，姿态各异：烧麦状的、包子形
的、馄饨样的……各种形状凑在一
起，好不热闹！接下来就该下锅煮
了。分工明确后，我和两位伙伴负责
烧水，其他人忙别的。这“烧水”可不
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第一步用火柴
点火，我们就划了不下 30次，最后还
是在老师的帮助下才点着软草的，我
们三个人的心一度拔凉拔凉。接下
去也不能掉以轻心，你还得防止炉膛
里的火熄掉，柴加多了不行，那样里
面就没空气了……火烧得旺起来，我
们几个的心才终于回暖。

漫长的等待后，散发着诱人香气
的水饺出锅啦！轻轻咬一口，馅就一
下子溢出来，柔滑圆润的饺子真是太
美味太好吃了！尽管有一些饺子包得
不尽如人意，但那都是同学们亲手包

的，吃起来依然是美味！
吃饱喝足后，我们玩了许多妙趣

横生的游戏：击鼓颠球、球行万里、CS
对抗赛等，从中我们明白了协作的重
要性，感受到了团队的强大力量。

一天的小记者研学活动在大家不

舍的目光中结束了，通过这次活动，我
们内心探索未知的激情迸发而出。人
生如遇美景，一定要好好记住它。我
坚信：下一次，一定还有机会再次重温
今日之景！

（指导老师：汤晶晶）

我欣赏过风光旖旎的杭州西
湖，我游玩过神奇有趣的常州恐
龙园，我参观过闻名遐迩的东方
明珠，但是这次的小记者实践活
动却令我难忘。

这次的实践让我耳目一
新。一路上我们哼着小曲，看着
窗外的美景，我们喜出望外。到
达了第一站消防大队，一位消防
员叔叔给我们依次介绍消防车：

“这辆消防车是水罐消防车，车
里面有二三吨的水”“这边的消
防车是泡沫消防车，如果油库或
油罐失火后可以灭火。”消防员
叔叔用手指给我们看：“同学们
知道这是什么车吗?”我们脱口
而出：“知道！这是高空消防
车。”消防员叔叔面带微笑地说：

“对的，这就是高空消防车，高空
消防车可以救援在高楼上的人
员。”消防员叔叔给我们展示了
消防车高空喷水。喷水后竟然
出现了彩虹，彩虹映衬着湛蓝的
晴空，灿烂夺目，色彩艳丽，仿佛
仙女的飘带一般极其美丽。霎
时间，彩虹又消失了。消防员叔
叔还给我们展示了他们的防护

服，消防员还请了几名同学上前
尝试穿防护服。

告别了消防大队我们又走进
了融媒体中心，让我懂得了什么
是新闻、新闻和作文的区别等等。

中午，我们到达了食堂，这次
是自己包饺子，吃到了自己包的
饺子我感到十分有成就感，十分
自豪。我一口气吃了二十几个饺
子呢！

吃完了午餐我们就开启了下
午的游戏。每一项游戏是考验团
队合作的。第一个游戏是击鼓
颠球，我们配合还是不够默契，导
致屡战屡败，失去了信心，但是我
仍然相信我们能成功。因此在第
二项游戏珠行万里中我们取得了
胜利，我们都绽放出笑容。

要属最真实、最好玩的游戏
肯定是真人CS的实战演习了，气
氛十分紧张，虽然我最后被淘汰
了，但是体验感十足！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今
天的实践活动也圆满地画上了句
号。这次活动让我受益匪浅，令
我难忘！

（指导老师：杨俊生）

在秋风习习的周末，我随着“《如
东日报》小记者团”参加了校外研学活
动。

首先我们走进如东消防大队，参
观和了解了不同消防设备的用途。在
消防员叔叔的帮助下，我还穿上防护
服当了一回“小小消防员”，面对熟悉
的老师和伙伴，我既激动又有点儿羞
涩。然后小记者团来到县融媒体中
心，困扰了我多年的一些疑惑才得以
破解，面对镜头我还体验了一把当电
视主播的感觉。紧接着大家前往荷园
基地包饺子品尝美食。最后就是各类

拓展游戏。其中令我最回味的就是荷
园饺子宴了。

中午时分，我们一行人乘坐大巴
顺利抵达了目的地——荷园研学小
镇。路边一排排杨树挥舞着双臂，似
乎在欢迎我们的到来。忽然，一股
令人心旷神怡的香气扑鼻而来。寻

着气味来到了桂花林，朵朵金黄的
桂花如繁星般点缀于绿叶间，阵风
拂过，瞬间漫天桂花雨散落一地，将
大地装扮得格外美丽。穿过桂花
林，经过一片碧绿的大草坪，草坪中
间有个大餐厅，进入一看，两排土灶
整齐划一地在窗户边延伸过去，中间
摆着几十张餐桌，桌上放着餐具和食
材。在老师的指引下，我们迅速找到
了自己的位置，摩拳擦掌开始大展伸
手——包饺子。

庄园阿姨手把手细心地教我们如
何包饺子不露馅。我胸有成竹地打开
袋子，麻利地拿出一张饺子皮放在掌
心摊开，手握筷子夹了些馅料放在中
间，然后在饺皮边缘均匀地涂抹了些
水，顺着饺皮儿对折双手缓缓合上，轻
轻一捏，最后再将边缘折出浪花模样，
这样一个成品饺子就大功告成了。同
学们羡慕的眼光就像射灯一样立马扫
向了我的杰作，我也毫不吝啬地分享
着我的操作妙招。片刻，同桌的小伙
伴们纷纷将自己的“旷世之作”摆放在
盘中，我们就来欣赏一下各路“大神”
的饺子秀吧：有圆鼓鼓汤包款，有方方

正正小包袱款，三角形的，棱形的，烧
卖型，馄饨型……啥样都有，看得你眼
花缭乱。

接下来就是生火煮饺子，技艺娴
熟的我自告奋勇地挑起大任——点
燃干草放进灶膛内，井然有序地往里
头添加柴草。好像一会儿的工夫，锅
里的水就沸腾了。同学们把包好的
饺子顺着锅边哧溜哧溜地滑了下去，
一个个就像跳水运动员扎进水里。
我立马加大火力，只见饺子在开水中
跳舞、游泳、来回翻滚着，热闹至极！
十分钟过后，它们渐渐地都饱满地漂
在水面。于是，我们捞出来放在盘中
稍作冷却。美食面前，大家赶紧洗
手，准备品尝自己的劳动成果。热心
的阿姨还为我们配上了几道可口的
小菜。大口吃着自己亲手包的饺子，
大家纷纷畅言点评着每个人的作品，

“扬言”回家后要勤加练习，期待更好
的表现。

荷园饺子宴真的让我回味无穷，
希望以后还能参加这样有意义的活
动。

（指导老师：汤晶晶）
一路欢歌，一路雀跃，我们要

去“旅行”了。
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首先

来到了消防大队，映入眼帘的是
大大小小的消防车，排列有序，参
观一会儿后，一位穿着整齐的消
防员叔叔，来给我们介绍各种消
防车的作用：有的车里有两吨水，
有的类似光头强的锯子，有的还
有泡沫呢……

远处，一辆消防车向我们缓缓
驶来，不一会儿，从车里喷出小小
的水柱，随着水柱越喷越高，身边
的同学开始激动得尖叫，慢慢地，
水柱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在阳光
的映照下，出现了一道了美丽的彩

虹桥，大家激动得欢呼、蹦跳……
时间转瞬即逝，不一会儿就

到了中午，我们来到荷园，开始自
己动手包水饺，包的水饺真的是
千姿百态，有的像包子，有的像信
封，有三角形的、菱形的 ......当水
饺煮好上桌，我们有些迫不及待，
一抢而光，自己动手包的水饺，显
得格外好吃。

最后，我们进行了团队合作
拓展、cs真人对抗赛，我们大获全
胜，让我明白了合作精神很重要。

别样的“旅行”，收获满满，最
美的不再是沿途的风景，而是那
份收获的心情。

（指导老师：於亚慧）

周六那天，和煦的微风轻轻地
吹拂着我的脸，太阳高高地挂在蔚
蓝的天空中，散发出强烈的热光，
照得我们的眼睛怎么也睁不开，全
身都是湿漉漉的，尽管很热，但我
们并不觉得烦躁，因为我们马上就
可以到荷园去包饺子了，这么想
着，反而更轻松愉悦了。

走进食堂，映入我们眼帘的
是一个个灶台和一张张桌子，桌
旁的长凳子可以容纳七八个人，
桌上还有一袋子面皮，一盘子菜
馅，还有一小碗清水，老师告诉我
们今天要团结一致，一起包饺子，
就连煮饺子都得我们自己去完
成，心情无比激动，仿佛看到一个

个水饺在向我招手。
我们开始寻找小伙伴分工合

作，五个不会包饺子的人凑在一
起，真是五花八门啊！有的捏成
金元宝形状的，有的捏成扇子形
状的，有的捏成长条状的，还有的
捏成小船形状的 ......

开始煮水饺了，第一次尝试
用柴火烧水，一个个忙得不亦乐
乎，又是添柴火，又是下水饺，最
后一个个都成了小花猫，你看看
我，我看看你，忍不住大笑起来。

水饺上桌啦，馋得我们直流
口水，我连吃了好几个，不由得感
叹“自己包的水饺真好吃”！

（指导老师：於亚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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