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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节选】 

听音乐，学英语单词 

一、教学目标: 

     通过英文儿歌《小星星》教会小朋友其中的英文单词：

Twinkle,Little,Star,in the sky……进而最终熟练学会小星星的演

唱。 

二、教学过程： 

1、小朋友都很熟悉小星星的中文版怎么唱了，就通过这个来教

英文唱法就容易一点。先邀请一个小朋友唱唱中文版的小星星或者大

家一起来，老师开个头。 

接着放一遍《小星星》的英文版视屏，给小朋友观赏，吸引注意

力，引起兴趣。然后再听听中文版，两者结合。 

2、接着和小朋友一起探讨其中的英文单词 

写在黑板上，把中英文意思都标明清楚：little(小的） star

（星星） twinkle(闪烁） in the sky (天空上）每个单词一次读五

遍，让每个小朋友都能认识，接着邀请一个小朋友带着大家一起多读

几遍 

3、然后放音乐，大家跟着顺唱两遍，熟悉韵律 

4、老师一句一句地唱给大家听，小朋友跟着唱。这样多唱几遍 

5、然后把句子连接起来，大家跟着音乐看能否顺下来，不能的

情况下再多教几遍，争取每个人都学会。 

6、然后班级合唱，一首儿歌就教会了，同时还学会了几个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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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单词。 

7、最后就是课下作业，让小朋友把学会的歌曲大声地唱给身边

的人听，学会快乐的分享 

8、歌词内容：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挂在天边放光明，好像许多小眼睛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  

Up above the world so high  

Like a diamond in the sky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  

Up above the world so high  

Like a diamond in the sky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  

Up above the world so high  

Like a diamond in the sky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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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 蹈 

舞蹈是美育的重要手段之一，它具有直观、形象、生动、活泼的

特点，是孩子极为喜爱的一项活动。它可以陶冶孩子的性情，使她们

从小受到美的熏陶，更有利于孩子身体的协调发展，促进她们快乐地

健康成长。 

一、教学目的： 

1、了解一些基本的舞蹈种类，及其作品形式相应的音乐特点。 

 2、激发孩子们对舞蹈的兴趣，培养他们的律动与节奏感。 

3、学习一些基本手位，手型，脚位等。 

二、课前准备： 

提前一段时间与孩子沟通，了解他们的性格，准备好上课所需要

的各种材料。 

三、教学重点： 

在于孩子舞蹈感觉的培养，不在于动作的形式。注重孩子肢体语

言还有情感的表达。 

四、教学过程： 

1、首先让孩子们自己说说对舞蹈的看法，了解他们心中的舞蹈

是怎样的，通过交流与补充引出舞蹈的分类及其表现形式。通过举例

子去加深巩固孩子的记忆。 

2、通过播放一些优秀的舞蹈作品去总结其特点，然后放一些简

单律动让孩子们去分析学习。例如律动：披萨。 

3、具体来进行民族舞手位的学习。讲解分解动作，示范动作，

孩子们进行动作展示，纠正错误动作，大家一起总结动作特点，集体

展示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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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的力量 

一、教学目标 

通过两个简单的实验让同学们了解什么是离心现象和摩擦产生

电荷的现象 

二、教学准备 

    乒乓球、玻璃杯、胡椒粉、盐、塑料小汤勺、小盘子 

三、教学过程 

  教学分两个实验，分别以“看谁能移动”和“看谁分出来”两个游

戏引入 

（一）“看谁能移动” 

1、把乒乓球放在桌上，上面倒扣着玻璃杯 

2、提出疑问：在不能用手托住杯口的情况下，谁能把乒乓球移

到一米以外的桌子 上（让几个同学尝试下） 

3、握住杯子贴着桌面做快速绕圈运动，带动乒乓球沿着瓶内做

旋转运动，这时就可以提起杯子移到另一个桌子上了 

4、向同学们讲解离心现象 

（二）“看谁分出来” 

1、桌子上的盘子上放一勺盐和半勺胡椒粉的混合物 

2、让每位同学自己尝试把胡椒粉和盐分开 

3、告诉同学们最简单的方法：用塑料汤勺在毛衣上摩擦一会儿，

然后把汤勺逐渐接近混合物，胡椒粉会自动吸附上来。 

4、讲解汤勺因摩擦产生电荷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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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梦想 

一、教学背景 

每个人都曾做过无数色彩斑斓的梦，但关于梦到底什么却还没有

具体的认识。尤其对于农村的小朋友，对于自己的未来更是无法把握。

通过讲述一些小故事引导学生知道梦想的重要性，分享自己所了解的

有关“梦想”的名言名人，从而确定自己的人生目标并持之以恒地去

奋斗。 

二、教学设想 

以“我有一个梦想”为主题的教学活动，通过思考、演说、写作、

阅读、讲述、交流等活动，让同学们寻找梦想、记录梦想、分享梦想，

在实践中通过自己不懈努力最终实现梦想。传授正确积极的人生态

度，付出就会有回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明天会更好。 

三、教学目标 

1、分享梦想，学习能够自然流畅地发表言论，注意倾听别人的

讲话，促进交流。 

2、记录梦想，学习优秀作品，通过演讲的主题组织结构，构思

提炼自己梦想，写成文章，在班上演讲，大家点评。 

3、讲述梦想，鼓励学生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不懈努力。 

四、教学过程 

 （一）分享梦想 

1、首先以一首安静的歌曲引入主题（钟天富的《梦想》） 

邀请小朋友朗读一下，然后总结：人生的道路荆棘密布，有人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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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也有人沮丧。梦想，可以给你希望和信念，你会为了实现它而努力

去奋斗，在奋斗过程中也许会受伤。梦想，每个人都有。这首歌勉励

自己，也鼓励所有人，希望有梦的人都能够奔跑。 

2、分享小故事 

刘伟，2010 年《中国达人秀》总冠军。10 岁那年，一场意外使

他失去了双臂。然而，他并没有向命运低头，反而愈挫愈勇。他坚持

用双脚练习钢琴，每天坚持 7 个小时，一年内就达到了相当于钢琴 7

级的演奏水平。2010 年，他成为《中国达人秀》的总冠军，用双脚

在琴键上奏出优美旋律，震惊观众和评委席。通过努力和付出，他弹

出了属于自己美妙的生命琴声。 

朗朗在练琴的过程中，父亲让郎朗要么吃药，要么跳楼的极端事

情；也曾有过春节为了不影响练琴，父亲郎国任不允许郎朗母子见面，

并且必须要郎朗弹满八个小时后，才能吃早已凉透的年夜饭的“惨

剧”。但是，所有这些都已时过境迁，都算不得什么了，最重要的是

——郎朗现在超指标地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郎朗的梦想实现历程就是一出家庭戏剧。天才的儿子、执著的父

亲、温良的母亲，牺牲了天伦之乐，牺牲了父亲的工作，牺牲了孩子

无忧的童年。只因出于对郎朗天资的信念。一家人凭着一份近乎偏执

的意志，终究冲破世俗罗网，托起“郎朗”的一片天空。 

3、通过老师讲述的故事引导学生大声说出自己的梦想，可以自

由发言，也可以小组内交流。随即最学生的讲述做简短的点评。 

（二）描绘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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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就像是人的翅膀，有了它，人才能飞翔；梦想是最温暖的光

芒，即使最黑暗的时候，它也能把前方的路照亮 

1、请同学们讲述自己知道的关于梦想的故事 

2、老师补充讲述马丁.路德金的（I Have a Dream），给同学们

以启发 

3、努力试着描述自己的梦想，下课之后写成作文，第二节课上

课选择演讲 

（三）讲述梦想 

1、先听一首简单好听的英文歌曲，调节紧张的气氛（《Shiver》

Lucy Rose) 

2、让每位学生拿出自己已写好的文章，谈一谈在家里的创作情

况。 

3、先让同学在各自的小组里讨论几分钟，随后让他们选择代表

大声演讲出自己的作品（关键是鼓励） 

4、邀请别的同学点评（优缺点，自己的作品） 

5、老师准备优秀的范文，讲解写作当中的注意事项（关键表述

真情实感，真实） 

                       绽放梦想之花 

深沉忧郁的紫，那是浪漫的标志；生机勃勃的绿，那是生命的象

征；洒脱的红；那是青春与梦想的颜色。 

正处于青春期的我们，拥有无限激情，怀揣着红色的梦想，一步

一步向心中最璀璨的梦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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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多么神圣而光荣的职业啊！有人把老师比作蜡烛，燃烧

了自己，照亮了别人；有人把老师比作园丁，默默无闻为祖国的花朵

灌输营养，让花朵们萌芽，生长，绽放出最耀眼的颜色；有人把老师

比作太阳，用激情和光热洒向大地，让人们感受到无限温暖。我却说

老师比蜡烛伟大，比园丁、太阳无私。也许，只能用“春蚕到死丝方

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来形容老师了。 

梦想，绝不是一时想起，而在于一个人对梦想的诚挚和追求。 

从小，我就与教师结下了不解之缘。记得刚上学时，爸爸牵着我

稚嫩的小手走向神圣而又圣洁的校园时，当我看着空旷的操场、陌生

的环境，一种想哭的冲动油然而生。这时，一位和蔼可亲的阿姨向我

走来，微笑地对我说：“你是新来的学生吧？不用怕，我是这里的老

师，你以后有什么事可以来找我。”说完，还不忘给我一个灿烂的微

笑。如盛放的寒梅，她的微笑隐隐传香；如春来的细雨，她的笑泌人

心脾；如纯洁的仙子，她是那样的光彩熠人。那个微笑，就如滑过我

指尖的温柔，那一刻，我的生命因这个微笑而春暖花开。那时，我就

立志：我一定要做一位教师！ 

四溅的水滴中盛载着我们最初的梦幻，阳光射过，折射出色彩斑

斓的颜色——那是我梦想的颜色绽放的花朵。 

（四）放飞梦想 

 聆听歌曲《明天会更好》，老师同学一起（若有同学会唱可以领

大家一起） 

激扬青春，放飞梦想，为自己的人生目标而奋斗，相信我们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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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会更好。 

名言：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苏格拉底 

相信大家只要胸怀梦想，并为之奋斗，你就是最快乐的！ 

 

Animals 

一、教学内容： 

1、教学生一些有关动物的单词，如： 

giraffe,elephant,lion,tiger,duck,pig,dog,cat,chicken 

hen,snack,ant,sheep,cattle,horse,camel. 

2、给学生讲解几个形容动物的单词：tall,short,,big,small. 

3、给学生讲几个形容动物的简单句型。 

二、教学目标： 

1、学 生 能 听 懂 、 会 说 、 认 读 以 及 默 写 一 些 诸 如

pig,dog,cat,duck,ant 等的简单单词，较复杂的单词要求在课堂上

能听懂、会说、认读就行了。 

2、能用形容词 tall,short,big,small等来描述人或者动物。 

3、会用 Yeah.You are right !进行对话。 

4、以猜谜语、扮演角色为途径，渗透任务型教学，让学生在玩

中学，学中玩，寓教于乐。 

三、教学重点： 

掌握四个句子：The giraffe is tall.   The cat is short. 

              The elephant is big.   The ant is s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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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准备： 

准备一些有关动物的卡片 

五、教学过程 

1、首先问学生有没有去过动物园，知道哪些动物，提起学生的

兴趣以引入 Animals 这一话题。 

2、向学生介绍一些动物单词，具体方法是先形容一下那个动物

的特征，让学生才，进而告诉他们那个动物的英文怎么写怎么读。 

3、介绍完动物之后，让他们花几分钟的时间记一下，有一个大

概的印象。 

4、问一下学生 giraffe,elephant,cat,ant有什么特征，引入形

容词 tall,short,big,small,进而教会他们诸如：The giraffe is 

tall的句子，为了加深他们对句子的理解，让学生来扮演动物角色，

先分小组练习形容对方或自己的角色，用 tall,short,big,small 这

几个形容词。小组练习完了之后由老师叫学生上讲台来抽一个动物卡

片，然后要用所学的形容词来形容以检查练习效果。 

5、总结所学内容，并叫学生课后做笔记，以及总结这一堂课自

己的一些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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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先贤】 

感恩先贤 传承精神 

——为古县丞冒蕖立碑 

2014年 8 月 18日，为古县丞冒蕖立碑暨华藏山社甘肃景泰宽沟

小学第二次暑期支教夏令营活动开营仪式于宽沟小学后院隆重举行。

县政协副主席、县委统战部部长张守学，景泰县工商联、文化馆、教

育局等部门领导，寺滩乡政府、寺滩学区、宽沟村相关负责人，华藏

山社总召集人杨本华,以及冒公后裔冒永禄、冒永宁、冒永斌和家族

代表，各界爱心人士和宽沟村民、支教老师、学生近 300 人共同出席

见证了揭碑仪式。

 

活动伊始，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国旗徐徐上升。随后，寺滩乡政府

党委书记郝国华致欢迎辞，景泰县政府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部长张守

学代表县上四大班子领导，向华藏山社对景泰县农村基础教育的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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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和传统文化的弘扬表示欢迎和感谢。 

伴随着震耳欲聋的爆竹声，景泰县政府协副主席、统战部部长张

守学和华藏山社总召集人杨本华共同为原皋兰县红水分县县丞冒蕖

揭碑。接下来，中华总工会工人日报原副总编辑、历史学家樊竞先生

现场介绍了此次立碑的重要意义并朗诵了碑文内容、讲解碑文含义。

杨本华先生还代表华藏山社向景泰县教育局、县文化馆、寺滩乡政府、

宽沟村村委赠送了锦旗。

 

接着，由景泰县教育局局长宋希才宣布暑期支教夏令营活动正式

启动，支教老师赵悦代表发言。最后，支教团队给参与此次支教夏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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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的孩子们送去了书包、弟子规等礼品。仪式结束后，在当地爱心人

士的帮助下，我们在宽沟小学内举行了三百人的大会餐，场面热闹非

凡。 

我们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能够让大家铭记并传承古先贤冒蕖亲民

爱民、德政为民、捐资助学的博爱精神，以实际行动学习、弘扬和践

行优秀传统文化，使之成为推动我们不断成长的不竭动力。同时也希

望能够有更多的人了解宽沟村和宽沟小学的辉煌历史，关注偏远山区

的基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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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拓展】 

说出你的小小心愿 

——心愿树活动 

有愿望才有方向，有愿望才有动力，有愿望才会幸福。为了鼓励

孩子们认真思考、大胆表达自己心中的美好愿望，2014年 8 月 18 日

下午，支教老师组织了一场“说出你的小小心愿”的主题活动。

 

活动开始后，支教老师将卡纸、彩笔、各种形状的便利贴逐一发

放到孩子们的手中，让他们自由的畅想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并用手中

的笔将其认真的记录下来。在支教老师的带领下，孩子们纷纷行动起

来，有的写到长大要做一名医生，有的想当老师，有的写到要当歌星，

有的表达了最支教老师的祝福，有的描述了对家乡的期盼……小班的

孩子因为不会写字，有的请支教老师代劳，有的图画的形式表达了绚

烂的想法。虽然孩子们的语言还很青涩，但是纯真的心愿足以感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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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大家将写好的心愿卡小心翼翼的挂到了离冒公功德碑不远

的树上。每一个愿望就是一扇连通心灵和外部世界的梦窗，相信在冒

公的见证下、在绿叶的映衬下、在大家的祝福下，孩子们的美好愿望

都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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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生日会 一片关爱情 

——为农村姑娘马佳丽过生日 

13 岁的女孩马佳丽在参加“说出你的心愿”主题活动中，写到

希望能够有人陪她一起过今年的生日。在支教老师得知这一情况后，

迅速了解到她的生日是 8 月 21日，就在我们夏令营活动期间，于是

大家就悄悄的为其准备了生日晚会，同她一起共同度过了一个终生难

忘的生日。

 

因她 21 号要去学校报名，经大家商量决定提前给她过生日。8

月 20日晚上，当地爱心人士牛林山夫妇从县城带了生日蛋糕，支教

老师为马佳丽准备了生日礼物，同时请来了她在县城打工的父母，并

给她化上妆，将她打扮的像公主一样，非常的漂亮。晚会开始前，所

有的小伙伴都藏在了教室里，然后在支教老师的带领下，马佳丽闭着

眼睛来到了晚会现场，此时生日歌曲响起，她的小伙伴们也都从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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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冲了出来，突出起来的惊喜让这个山村里的小姑娘感动的泪流满

面。 

许愿、吹蜡烛，然后懂事的姑娘手捧蛋糕味为自己一直含辛茹苦

的父母嘴里，此时此刻，她的父母也湿润了双眼，哽咽着咽下女儿送

上的生日蛋糕，支教老师和小朋友们也被这情景打动跟着泪流。大家

一一与之拥抱，并送上生日祝福，从未在众人面前唱过歌的 74 岁老

书记李志仁，也为小姑娘送上祝福并倾情演唱了儿时爷爷教授他的歌

曲。随后，大家一起唱歌、跳舞，尽情的欢愉，共同度过了一个终生

难忘的夜晚，这个夜晚和爱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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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飞梦想的纸飞机 

为了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激励他们敢于做梦、努力放飞梦想，

2014年 8 月 19日,华藏山社为孩子们组织了一场纸飞机比赛。 

支教老师首先向孩子们讲述了蒙格靠着自己折的纸飞机走上国

际大舞台的事迹：从小生长在泰国清迈市一个缅甸裔劳工家庭的 12

岁蒙格·松格迪,在 2009年 8 月举行的泰国纸飞机大赛中，他所折的

纸飞机最终以 12 秒的飞行时间勇夺第一名,因此被推荐代表泰国参

加于 9 月 19日至 20 日在日本千叶举行的国际纸飞机大赛。但由于他

没有国籍，蒙格不能离开泰国，一旦出境就将不能再回泰国。这个问

题不仅难倒了老师，就连清迈市长也爱莫能助。市长无奈之下，自掏

腰包资助 1 万铢，让蒙格和他的老师到曼谷去同内政部和外交部交

涉。最终在泰国总理阿披实的帮助下, “纸飞机男孩”终于圆梦,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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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代表泰国参赛。心中有梦自会飞，支教老师鼓励孩子们也要向蒙格

一样，要有自己的梦想，

敢于追梦，只要坚持不懈

的去努力，梦想就一定能

够实现。 

随后，支教老师向孩

子们讲解了与纸飞机相

关的力学、空气动力学、

材料科学等领域的知识，

并演示了蒙格获奖纸飞

机的折法。迫不及待的孩

子们，如同一个个小魔术

师，一张大纸在他们手中

很快便成了一架架别致

的小飞机。接着，还举行了放飞比赛，一个个小纸飞机带着孩子们的

智慧和理想，飞向了蓝天！无论比赛的飞机飞得远或近，滞空的时间

长或短，同学们都兴高采烈，小小的飞机唤激起了学生的无穷乐趣！ 

纸飞机比赛活动的举行，不仅培养了学生的思维能力与动手能

力，也巧妙地把游戏变成了一次有意义的综合实践活动，提高对学生

自然科学的理解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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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原始森林 体验别样风景 

——到原始森林采蘑菇 

2014年 8 月 20日上午，支教老师在当地学生的带领下进军寿

鹿山原始森林，在古老的丛林中采蘑菇、摘野草莓、野餐，不仅体

验了野外生存的刺激，享受了亲近大自然的乐趣，同时也感受到了

当地村民采蘑菇的艰辛。 

 

寿鹿山是国家级森林公园，山中出没的动物以白唇鹿为主而得

名，属祁连山脉东延端。每到夏天雨季，森林里就会长出很多野生

蘑菇，因口味鲜美、营养价值高而出名，所以每年夏季农闲时村民

都会入山采蘑菇，然后将蘑菇卖出去挣些钱以补贴家用。由于森林

地势较陡，加之蘑菇大都长在厚厚的苔藓下面不易发觉，因此当地

村民为了多采些蘑菇大都早晨一早出发，带上几个“烧馍馍”以便

中午充饥，整天呆在山上，甚至有的为了节省来回路上时间，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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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脚下搭帐篷长期驻扎。 

当地孩子在周末或者暑期也会跟随家长进山采蘑菇，对蘑菇的

分布和分类比较清楚，所以他们也是此次活动的向导，也是帮助大

家辨认蘑菇的顾问。早上 8点，大家带上事先准备好的鸡蛋、水和

馍馍等干粮就出发了，步行一个多小时后到达森林边缘。在进入森

林前，大家边休息边再次清点了人数，明确了下山集合的时间和地

点，拍照留念后就开始正式进入原始森林采蘑菇了。穿越原始森林，

但见沿途云雾缭绕，野芳幽香，似有“登天梯、踏云路、入仙乡”

之感。 

 

雨后的森林是蘑菇生长的黄金期，几日前刚下过几场雨，大家

都兴致勃勃，准备大显身手，可是没有经验的支教老师收获甚微，

采的大都是毒蘑菇。而当地学生倒是收获不小，在松软的土壤下找

到了很多能吃的蘑菇，一个个蘑菇像是森林中的小精灵，异常可爱，

这也引来不少支教老师的围观，孩子们特别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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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森林地势陡峭，经商量大家兵分两路，一部分人拿着干粮

留在半路休息，另一部分人继续上山采蘑菇。休息人员一边充分体

验满目醉人的绿色、呼吸这天然氧吧新鲜纯净的空气，一边唱着刚

刚教会孩子们的歌谣，陶冶情操，尽情享受大自然的乐趣。正在兴

致正浓时，却发生了令人苦笑不得的事情，我们带的茶叶蛋被不小

心打翻，顺着斜坡滚下了山，大伙们儿连忙起身去追鸡蛋，一股浓

郁的茶叶蛋香弥漫了大山。大家把捡回来的鸡蛋用溪水洗过后分着

吃，夹着淡淡泥土味的鸡蛋在此时变得非常美味，有小伙伴戏称，

我们的采蘑菇队变成了采鸡蛋队了。 

大约 11 点左右，大伙们带着沉甸甸的劳动成果在溪水旁嬉戏打

闹、一起跳《小苹果》、采野花、采野草莓，笑声、嬉戏声回荡在森

林的上空，大家忘记了疲惫，只想好好感受此时的快乐。临近中午，

采蘑菇大队开始往回走，此行所采的蘑菇虽然不多，但一路上大家

收获了友谊、收获了快乐，感受到了宽沟的自然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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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涂鸦欢乐多 

——在瓜果上作画 

宽沟地区是有名的瓜果之乡，盛产西瓜和籽瓜，由于这里干旱少

雨，加上昼夜温差较大，所以瓜果都非常的甜。为了让孩子们加大对

自我家乡的了解，感受随手涂鸦的快乐，2014年 8 月 20日，支教老

师带领孩子们举行了有趣的水果涂鸦活动。 

 

活动开始后，支教老师把一大袋水果和绘画工具分发给各个班

级，孩子们的任务是给西瓜、甜瓜、籽瓜穿上一件漂亮的“外衣”。

孩子们在支教老师的带领下认真地制作水果涂鸦：有的孩子独自在角

落创作，有的是邀约了几位好伙伴一起配合，也有的在支教老师的帮

助下完成作品。孩子们的想象力丰富、构思奇特，有些瓜摇身一变成

了机器猫，有的成了带着博士帽的学者，有些孩子还巧妙地借助了卡

纸给水果粘上了耳朵、胡须和头发……一件件充满童趣的创意作品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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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之叹服。 

完成作品的孩子，手捧着瓜果在后院跑着、跳着向大家展示，个

别孩子由于没能拿稳，一不小心将瓜摔在了地上，藉此水果涂鸦顺利

转变成了吃瓜大会。支教老师和孩子们手拿着瓜，吃得津津有味，装

扮得再美的瓜也“难逃一劫”。最后，大家一起在后院留影，纪念着

欢快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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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美丽的涂画世界 

——手掌手指画 

为了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引导学生体验创作的快乐，

感受手掌、手指印画的乐趣，2014年 8月 21日，支教团队组织了“走

进美丽的涂画世界”主题创作活动。

 

支教老师首先向学生们展示了手指画作品，随后亲自示范手指手

掌画的创作方法和技巧。老师们的示范成功吸引了孩子们的注意力，

一个个跃跃欲试。接着，支教老师将颜料用纯净水瓶盖装好，并列摆

在课桌上，让孩子们围着课桌一起绘画。孩子们小心翼翼地用手沾着

颜料，轻轻地按在白纸上，一个小圆球就出来了。这时候孩子们就各

显神通了，有的通过彩笔把小圆球变成了一只蜜蜂，有的画成了一个

小姑娘，有的把它变成一个成熟的苹果……为了使画面更加的丰富多

彩，孩子们就用不同的手指蘸不同的颜料进行创作，差点将自己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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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一只“小花猫”。 

手指、手掌画活动不仅让孩子们体验到了自己动手创作的快乐, 

提升了自信心，同时也提高了他们的动手能力和创意能力,一幅幅漂

亮的作品就是最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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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纸艺魅力 

——皱纹纸画 

2014年 8 月 21日，支教老师教孩子们制作了皱纹纸粘贴画，带

他们走进了纸的王国，体验了一把了皱纹纸艺的魅力。通过支教老师

的指点，孩子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每一副作品都非常精美，令

老人惊叹不已。

 

活动开始前，支教老师先把黑色卡纸、彩色皱纹纸、固体胶、剪

刀等工具分发给各个班级。考虑到孩子们从来没有接触过皱纹纸粘贴

画的制作，支教老师先给孩子们示范了如何把皱纹纸做成纸团、纸绳、

以及简单的几何图形。此时孩子们已迫不及待的在自己的课桌上操练

起来，用紫色的皱纹纸做的葡萄，绿色的做的树叶，把皱纹纸绕成一

个个小圈做成一束鲜花，还有的孩子为了表达对上一次前来支教的老

师骆凯妍的思念，为她做了一个房子——“凯妍之窝”。小班的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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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位能干的班主任的帮助下还做了一个花园，有蝴蝶、毛毛虫、鲜

花，好看极了。比起支教老师，孩子们更显得心灵手巧。 

 

最后，在宽沟小学的前院，大家还进行了一个小规模的作品展览，

让所有人都能欣赏到孩子们的杰作，这也激发了孩子们的创造性，增

强了他们的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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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锻炼中提升自我 

——演讲朗诵比赛 

2014年 8 月 22日上午 10点，支教活动之演讲朗诵比赛在宽沟小

学的前院拉开了帷幕，此次活动的举办旨在锻炼孩子们自我语言表达

能力。选手们演讲思路清晰、声情并茂，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抒发情

感，用他们热情、

纯真的语言向大

家娓娓讲述着自

己精心准备的内

容。 

本次演讲比

赛，大班、中班、

小班各为一个赛组。在比赛中，每个班的孩子们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态度非常认真。小班的同学首先就以《少年中国说》的激情诵读，赢

得了全场的喝彩，接下来有同学背诵古诗词，有人讲故事，各展其能。

中班的段可乐同学讲述了一个《牛皮大王》的故事，他条例清晰、表

情丰富，几个滑稽的肢体语言惹得大家捧腹大笑。大班的同学也不甘

示弱，他们进行了英语朗诵《my dream》等内容。 

此次活动，支教老师还为孩子们准备了文具、体育器材、小玩具

等奖品，鼓励孩子们能够展现了自己的才能与勇气，帮助他们增强了

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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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每一个孩子绽放精彩 

——篝火晚会 

暑期夏令营结束的前夜，宽沟小学的操场格外热闹，华藏山社在

此举行了篝火晚会，旨在为孩子们搭建一个自我展现的平台，共同怀

念这段难忘的支教生活。支教老师、参与支教活动的孩子们、景泰的

爱心人士、宽沟村的全体村民一起参加了此次晚会。

 

篝火设计非常巧妙，在一根小火柴的烈焰引燃下，由上而下徐徐

燃烧。此时，伴随着动感的音乐，孩子们跳起了开场舞——《小苹果》，

瞬间欢快的节奏带动了全场的气氛，点燃了大家的激情。随后精彩的

节目一轮接着一轮，有大合唱《隐形的翅膀》，手语歌《感恩的心》，

双人舞《爱的华尔兹》，独唱《王菲》等等，这些节目都是支教老师

和孩子们利用课余时间精心准备的。一直关注此次支教的爱心人士也

纷纷登台，表演了吉他独奏《外面的世界》、印度舞等，来自河南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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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收割机的老乡也忍不住表演了河南豫剧，当地学生家长还自编了

三首歌送给华藏山社和支教志愿者，场面热闹非凡。晚会历时三个小

时，节目表演完后，大家手拉手围着篝火开始唱歌、跳兔子舞，异常

开心。

 

晚会上，华藏山社还为参与支教的人员送上了刻有各自名字的纪

念牌，感恩大家的辛勤付出。同时还为村上学佛的叶老先生请来佛像，

给老书记李智仁送去过冬衣物、毛毯，赠送给村委会送了日常办公用

品等礼物。 

为了纪念这段难忘的日子,支教老师一起合唱了自行改编的歌曲

《宽沟的日子》，离别的情绪在歌曲的烘托下越来越浓，支教老师们

都泪眼朦胧，大家抱在一起用无声的泪水诉说着对宽沟的热爱和这些

天的感动以及离别的难分难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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