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 张晓然

今天，是一个平凡而又特殊的日子，今
天是学校一年一度的运动会。同学们来到了
各自的班级，他们化上了精致的妆容。每个
同学都相信自己能在运动会上取得优异的成
绩。骄阳似火，同学们整装待发来到了田径
场，全校师生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个属于
我们学校的重大活动。同学们脸上散发着阳
光和自信，紧接着，主持人和钟校长宣布运
动会正式开始，田径场内奏响了响亮的国歌，
看着国旗慢慢升起，那一时刻，我倍感骄傲
与自豪，乐团在田径场上方奏起美妙的校歌，
全校师生共同齐唱，每个人都非常愉快。下
面，第一个项目是接力跑，每一位同学都穿
上了整齐的队服，大家信心满满，一定要把
他们最好的跑姿展现给支持者们。一声发令
枪响，同学们出发了，他们飞驰如风，一时
间竟不相上下，但我们都知道他们都很努力
的奔跑。不知道跑了多少圈后，胜负已然分
出，每位同学都非常棒，都在为各班贡献一
份力量。当然结果不同，同学们有欢呼，也
有失落，但他们也相信自己可以在下一次运
动会中取胜。同时，在接力赛的赛场上，我
们也知道了运动的意义不只是让大家动起来，
感受运动的快乐。学习也亦是如此，学习之
路，就像一条无尽头的跑道，尽管你跑得再
怎么快，前方一定有别人比你更快。所以我
们要更加努力才行，尽管我们不知道自己身
处哪一阶段，但我们知道只有一往无前，方
可无所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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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铁人比赛是最有挑战性的活动，
虽然我从来没有尝试过，但是我也鼓起
勇气报了名。比赛快开始了，站在泳池
旁边看着已经出发的同学们，我紧张的
腿都要抽筋了。虽然我是小黑帽，但我
从来没游过这么长的距离。比赛开始之
后，我使劲地打腿快速地滑水，终于第
四个上了岸。我飞快地套上了短袖，就
开始跑步了。小朋友们你追我赶，我也
不甘示弱，刚跑到教学楼前，我听到了
201班小朋友巨大的“加油”声。尤其
是我的好朋友Yubo，只见他高举着有我
名字的加油牌向我飞奔过来，顿时我全
身充满了力量，一口气冲到了终点。挑
战自我本来就是一件充满冒险和勇气的
事情。我很高兴通过小铁人比赛挑战了
自己，并且拿到了第三名的奖杯。明年
我还要参加，你要和我一起吗?

“马钱子、决明子、苍耳子、还有莲子、黄药子、苦豆子、川楝子......”《本
草纲目》的歌声回荡在体育馆里，此时，康桥一年一度的啦啦操赛场上，是我们302
班英姿飒爽的国潮少年们。我们每个人身着酷酷的国潮服装，在赛场上热情洋溢，活
力四射。我们每个人脸上堆满笑容，就像一朵朵绽放的花朵儿。我们的身体时而笔直，
时而弯曲，时而旋转，时而跳跃。一会儿像在踢毽子，一会儿像在打碟，一会儿又像
起伏的浪花，每一个动作我们都尽力做到最好。想起刚刚快要上台时，我的心脏就像
一只活泼的小兔子，到处乱撞，我担心自己跳不好，但一上场，伴随着音乐，大家一
起舞动，我越跳越快乐，紧张的情绪一扫而空！当音乐结束，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包
围着我们，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我和同学们拥抱击掌庆祝，这是一种平时体会不到的
幸福，是大家一起努力后收获的快乐。比赛前我们认真训练，老师辛苦地为我们指导。
虽然有的同学动作学得慢，有的同学表情不到位，还有的同学总是慢半拍，但我们没
有一个人放弃，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才有了今天完美的演出，这让我觉得一切付出都
值得。我爱啦啦操，它展现了我们的朝气蓬勃和团结一心。这次比赛将成为我成长中
一件值得回忆和纪念的事，期待明年再见！

随着枪声响起，运动员像离弦的箭一样飞奔，观众们有的站了起来呼喊
“加油”，有的紧握双手，目不斜视地盯着运动员，观众席上有人举着大大
的横幅。运动员快速的奔跑，像一匹匹野马争夺第一。但冲在第一的运动员
也毫不示弱。这就是鹰和狼的战争！一圈、两圈.....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三四号运动员已经逐渐拉开了距离。只剩下最后半圈，究竟谁是冠军?二号运
动员正在逐渐加速，但一号运动员也不甘示弱。他双手弯曲交替抬起，双脚
一直保持同一个动作，他的目光一直望着终点，心里想着“冠军是我的”，
他的额头上满是汗珠。观众席上的观众更为紧张，他们一个个屏住呼吸，双
眼的目光落在运动员身上，生怕错过了精彩部分，全场鸦雀无声，只有观众
们的心跳声。这时，二号运动员超过了一号运动员，全场发出了震耳欲聋的
欢呼声，二号运动员跑得越来越快，在旁人面前他是一道光影，风从他的耳
边呼呼刮过，他双手张开，冲向终点，他在终点欢乐的大笑，全场顿时沸腾！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没有美好奋斗的今天，又怎么拥有美好不平凡的明天！

一年一度激动人心的运动会在学校正式
开始！接力赛在同学们的加油声和呐喊声中
开始。作为参赛选手的我，心脏一直在怦怦
地跳。随着“砰” 的一声，第一棒的选手
们带着大家的期望飞一样的冲出去，经过第
二棒，第三棒，压力落到了最后一棒的选手
身上！每个选手都做好准备开始最后的冲刺
了，随着观众和同学们的尖叫和呐喊，第一
名选手冲过了终点线！比赛结果出来了，同
学们激动的鼓掌声把气氛烘托到了高潮，所
有人都在庆祝用努力换来的结果。操场上洋
溢着青春的气息，每个人都热血澎湃，脸上
每一个表情、身上每一个动作都透露着开心
激动的心情，赢了不会炫耀，输了也不会失
落，因为他们战胜了自己！大人们常常会让
我们去运动，但我经常不想去，为什么呢？
是因为“惰性”。人们总觉得躺在沙发上很
舒服就不想动，而我们举办运动会就是为了
去战胜所谓的“惰性”。运动会的目的其实
不只是为了让我取得一个好的成绩，更是为
了让我们超越自己，打败自己！让我们越挫
越勇，永不言败！让我们相信自己，充满信
心！同学们战胜了自己，达成了自己的目标，
这就是“成长”，就算没有生日蛋糕，但是
他们突破了自我！在成长道路上学会了永不
言败，坚持自己的奥运精神！选手们都在气
喘吁吁地为自己的成绩感到骄傲，这就是
“奥运精神”！这就是“我们的运动会”。
加油！运动健儿们！我为你们呐喊！

今天是个好天气，碧空如洗，
万里无云，今天也是我去参加小铁
人比赛的日子。刚开始我不想拿浮
板，因为我觉得不拿浮板游得快，
可是我最终还是拿浮板了，因为我
担心我会沉下去。游到一半的时候，
我虽然很累，但我没有放弃，我使
出了九牛二虎之力，最终游完了一
圈，完成了游泳部分，从泳池出去
后，虽然我已经筋疲力尽，但仍跑
了一千米，终于拿到了奖牌。游过
一百米，跑过一千米，用了我好多
力气。我的收获：只要坚持不懈，
就能胜利。我喜欢小铁人，我朋友
也喜欢小铁人，希望以后也有小铁
人比赛。

一往无前

503 张歆雅

501 王悦童

302 陈耔汐
快乐啦啦操

勇往直前，冲冲冲

康桥运动会

无所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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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parents:
It is hard to believe that another school year is ending. Through good

times and tough times, we have found new ways to show our love and

support in our classrooms. We have found pockets of joy and

overcome challenges with our students to cross the finish line together.

We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for partnering with us in providing your

children with the necessary tools to succeed in our learning

environment.

Within our first week of virtual learning, our teachers explored

various online platforms and adapted and adjusted them to the needs

of our students. We have made it through these unprecedented times

and applaud you and our teachers and students for your resiliency

and adaptability to change. This tough time has stretched our

thinking to new heights and can only strengthen our understanding

and responsiveness to address disadvantage and embrace creative and

innovative teaching and learning. We hope you take the time this

summer to relax and recharge and look forward to connecting with you

on our plans for school re-opening in the fall.

Kang Chiao Xi’an Primary

“Although no one can go back and make a brand-new start, 
anyone can start from now and make a brand-new ending.”                                                                                      

– Carl Bard.Interclass competition

The English department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Performing Art Centre (PAC)

has created an after-school baking class

as well as a Reading Club for students

to enjoy. The clubs were created for

students that would like to improve

their reading, baking,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The classes were

hosted by our lovely foreign teachers.

We will continue to get some feedback

from parents and try to meet the need

with after school clubs in the coming

school year.

Final Reviews & MAP Tests

Events in the second semester
Our teachers in the English department are hard at work promoting 
Festivals and an English Environment for our students to enjoy. 

Children’s day 

English Open Day

To enrich students’ school life and to help

students to show their confidence in English,

the English learning center planned to host

the interclass competition, designing and

preparing posters to publicize the

competition.

The interclass competition in the second

semester was a remarkable success

once again and students had an

enjoyable time using and showing off

their English abilities and hidden talents.

We would like to thank parents as well

for all the support provided and we

would like to commend students on

their challenging work and bravery.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what happens in

next year’s interclass competition.

On June 6th and June 7th we welcome
parents to attend our English Open Day
(EOD) at KCIS. During this day parents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meet our
wonderful educators and attend a class
with them. The class topic for this
semester is projects and presentation.
Projects are created by using the
content and skills students have
learned throughout a unit. Students will
then use all these skills to create and
present their projects. Projects are
aimed at promoting speaking in class.

On June 1 we celebrated Children’s
Day at KCIS with a lot of fun filled
activities and for the students to
enjoy. For the first half of the day
students enjoyed some performances
from their fellow students as well as
their teachers. It really was a
memorable day for students.

Our goal for the students:
Students should aim to read 20 mins / 
day of books at a suitable level!

MyOn  Average Reading Minutes

As you can see from the table
above, some grades have really
made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reading this last semester. We
will continue to award great
reading progress throughout the
semester to top readers.
Winning classes will be awarded
with a trophy that will stay in
their English class.

We are approaching the end of the school year we have a few updates that 

we wanted to pass on to you before our much needed summer break!  

First of all, our students are taking their yearly MAP tests in June. As you

know we use the US based standardized test to compare our student progress

against an international standard. These tests allow us to evaluate the

relativ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amongst our students before the next

school year. Each student will receive an individual score and comparable

grade standard. We will send home some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Map test

in June which will provide a clearer explanation of the report.

Secondly, I’ve been very pleased with the English improvement in the school

this year and am happy to report that English is continuing to be used more

often outside of our classrooms. Every day, students find me in the hallways

to tell me about their latest English project, what they’re doing in KangChiao

time or to tell me something funny that happened on the playground. It’s

great to see that the KangChiao students are continuing to develop confidence

and flexibility to use their English in a variety of settings.

A further aim of our Map Tests is to help the English department adjust our classes and

teaching aims for the coming year. This summer we will be restructuring our English classes

by taking into account factors such as language ability, gender imbalances and overall

behavior to further promote language development. For students who are emerging

bilinguals, we will offer additional linguistic support and for those who are already confident

users of English, teachers will be able to add additional content and stretch their learning

more. I’m very excited about these changes and am looking forward to September!

1ST
SEMESTER

2ND
SEMESTER

G1 23 22.4

G2 28.4 40.2

G3 29.9 40.3

G4 16.4 16.4

G5 15.9 27.2

G6 14.3 24.7

MyOn

ELC —Arno BothaEnglish Education

club
After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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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 李晨瑞

小学的生涯，岁月匆匆，花开花落，不知不觉，我们便已在这美丽的母校学习与
生活了很久很久。教室里，留下我们孜孜不倦的身影；操场上，留下我们奔跑、跳跃
的欢笑；走廊里，留下我们其乐融融的情谊；感恩母校，感谢师长，我们毕业了！在
小学六年我们见证了彼此的成长，笑着，哭着，闹着，抱怨着，在一起。但不知在什
么时候开始，成长，也同样意味着分离。

“山既是一所学校，也是一座殿堂。对于学生而言，山是一个典籍的宝库；对于劳
动者而言，山赐予他们朴素的修养和教程，以及一种宁静；对于善于思索的人而言，
山成全了他们的安静而又深沉的思想；对于巡礼者而言，山成就了他们一份神圣的光
荣。”就像约翰·拉金斯所说的一样，我们要去像山学习。这次我们来到了朱雀森林
公园去登冰晶顶领取我们的毕业证书，朱雀国家森林公园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最
顶峰海拔3015米，在经历过六次行前训练之后，秦岭之巅终于迎来了我们六年级同学
们的挑战。

在第二天大约13个小时的登山中我们小队及班级充分发挥了在六次行前训练中的
优点。六次辛苦的行前训练就是为了这次的登顶而做出的准备，在这六次行前训练中
我们会及时的发现问题及迅速的改正问题，山的蜿蜒和陡峭在我们一步一个脚印的攀
登中构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在冲击冰晶顶峰中，我们相互搀扶、相互鼓励，团队
精神以及勇气和毅力在无形的自然课本中让他们有了更深刻的体验，而这在教室中更
是无法体会的。时光至美，我们终将在朱雀的顶峰上相见。我们的毕业证书，在秦岭
冰晶顶上由素莲副校长亲手递上。这份特殊的毕业礼物，我相信肯定会给每一位同学
都留下深刻的记忆。

晚上吃完饭，看着亲爱的父母写的家书，每个人的心里都倍感温暖，有些同学因
为家书中的内容太过于感动而留下了激动的泪水。傍晚时刻，远在百里之外，爱的期
许，久盼方至，一封家书抵万金。家书就是这样朴实无华却又情真意切, 父母笔下的
一字一句皆是心中道不尽的千言万语，蕴含着他们内心深处最为真挚的情感。也许很
多时候是因为自己的无知而去责怪父母，父母并不是自己所想的那样。一约既定万山
无阻，勤学笃志未来可期。在毕业季来临之时共同经历三天两夜，翻越草甸，穿过石
海，最终抵达秦岭之巅。以梦为马，不负韶华。一年多来，从六次行前训练到冰晶顶
给我们留下无数美好的回忆。

我有一本美丽又珍贵的画册，它的每一页都是那么精彩,只可惜太短了,
它只有六页。现在就让我给你讲讲这本画册吧！

第一页，一个小屁孩用手紧紧的捏着衣角，脸上浮着一万个不情愿，
硕大的书包把她挡的只剩下了半边身子和一个脸，另一张照片是她一个人
趴在桌子上，两只手摸着一本崭新的一年级语文书，身边是素不相识的陌
生同学。第二页，还是那个小孩，上课时她坐在最后一排，和同桌玩起了
乒乓球，但是乒乓球发出了响声，老师看着他俩，不过他们并没有发现老
师尖锐的目光；另一张照片是她拿着一张98分的数学试卷坐在草地里满眼
散发着激动的光芒。第三页只有一张照片，她穿着别的学校的制服向同学
们微笑告别，放学时的夕阳将光洒在她的身上。第四页，她来到了新的学
校，她没有再捏衣角，而是大步流星的迈向新校园，矮矮的个子在人群里
连头发丝都看不见，但总能感觉到她身上散发着夕阳的香味。第五页，她
认识了很多朋友，大家聚在一起，举着手中的奖状高声雀跃着；另一页是
在早读时拿着一本作业本争分夺秒的写着作业，旁边她的朋友大喊着加油。
第六页，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句话：我毕业啦！这就是我美丽又珍贵的相
册，每一页都是回不去的快乐：压着课本抄作业、考试时候看一眼。现在
再想想却意外的亲切。

这本画册真短才只有六页，读完以后便上了锁，成为了压箱底的回忆。

在春暖花开的6月，我们就要
毕业了，回望这6年的时光，我不
禁感叹时光流逝的太快，以前每天
都不想踏进半步的校园如今却让我
留恋，以前抱怨老师布置太多作业
的我，如今却想让她再多陪陪我们。
在这6年的时光里我们经历了许多
事情，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6次山
训和三天二夜的菁英活动。6次山
训我们几乎去了秦岭各个有名的地
方，虽然我们每次山训都很累，但
我们也坚持下来并完成了菁英活动。
当我们踏上大巴车时，父母的祝福
和老师们的陪伴成为了我们前行的
动力，虽然很累但我们始终记着父
母的祝福和老师的陪伴，于是我们
就成功登顶了，并在冰晶顶上领取
了属于自己的毕业证书，这一路我
们努力了，即使没登顶也没有关系，
只要我们努力了。

仲夏的梦迷离又荒诞，欣喜又
沉杂。我们相遇在这个夏季，终究
离别在夏季，夏季的确是个热烈而
仓促的季节，教室里弥漫着汗水与
炽热，操地上留下少年的背影，树
荫下三五个女生嬉笑打闹，这些都
是在毕业的留恋下被无限放大的琐
事，也是青春的记忆，写满毕业寄
语的留言本，傍晚下沉的落日，黄
昏微风下扬起的裙摆，我们红了的
眼眶，这是最好的我们，举世无双
的我们。

我希望我们所有的故事是未完
的，那时候我们都急着长大，从来
不懂如何珍惜，只觉得日子枯燥又
漫长，而几年后的夏天依然是夏天，
一样的阳光，一样的汽水和冰棒…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一晃眼，我就
要小学毕业了。小学生活令我怀念，令
我回味。如今，回想起过去种种往事不
禁感慨万千。在这成千上万的日子里，
我就像一颗种子，在老师用心的灌溉下，
茁壮成长。听着老师一遍又一遍的教诲，
同学们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我们一日
一日渐渐长大。回首往事，历历在目，
班级里还回荡着我们朗朗的读书声，操
场上还缭绕着我们的欢笑声，校园里还
有我们嬉戏的身影，在每个角落我都曾
留下过难忘的回忆。如今回想起老师的
教诲，我们朗朗的读书声，同学们的欢
笑声，都还萦绕在耳边，把握最后留在
母校的时间，看一看美丽的老师，看一
看鼓励我的同学，珍惜最后的日子。天
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光阴一去不复返，
我会永远记住老师的教勉，做个堂堂正
正的中国人。美丽的校园，你带给我多
少欢乐，多少启迪，我一生难忘。

604 吴佩瑜

光阴似箭，小学六年转眼过去，从一个幼稚的顽童到一个懵懂的少年，
从一个话都说不清楚的小屁孩到一个有想法的大男孩，又从害羞胆小的小透
明到独立住校的男子汉，之间记不清发生了多少事情，但有些事让我铭记。

还记得一年级住宿的嚎啕大哭，还记得我在操场上的磕磕绊绊，还记得
周末的欢聚盛宴，小学六年有哭有笑，有打有闹，有同学的帮助，有老师的
教导，现在回忆起那些不一样的体验，时而无奈一笑，时而自我陶醉，但想
起毕业的那一刻，又是多么烦恼，真希望时间可以倒流，把所有的经历再重
拾一遍。这六年中，我在菁英活动中学到了坚持，在考试中学会了努力，在
和同学的相处中学会了善良，我在六年学会了很多很多……

当然，小学生活很甜，同学间六年的浓郁醇香，甜进心坎，大家一起读
书、写字、高谈阔论；大家一起打篮球、踢足球、满场飞奔；大家一起分享
快乐。那些荒唐的，搞笑的，忧郁的，飞扬的，愤怒的，
喜悦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但这将成为我美好的
回忆和永恒的怀念。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只要有你们这些
知己，就算相隔再远，也如近在比邻。“圣代即
今多雨露，暂时分手莫踌躇，”别离总是暂时的。

愿大家前程似锦，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602 
孙
愉
程

602 贺耕之

602 张苇杭

在老师的激励和心理的斗争下，
我们终于爬上了秦岭之巅—冰晶顶！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句
话一点儿也不假。只有当你站在山顶
上向下望时，你才能真正地感受到这
句话，山下的风景美的像童话世界里
的一样，放眼望去，一片片绿色在眼
中呈现，简直美不胜收！这次山训我
想结束也不想结束。结束了可以早点
见到父母，如果不结束就可以晚点毕
业了。

最后，愿此去繁花似锦，再相逢
依旧如故。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
年。此行必胜，你我顶峰相见！

顶
峰
相
见

——603 赵艺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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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孩子们，又到了学期尾声，大家期待的暑假即将来临。首先祝福六年级的同学们，即将结束小学的课程，进入向往已久的中学生活。
在人生的旅途上，小学毕业意味着结束童年的学习阶段，马上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小学生活带给你们的是比较无课业压力的欢乐时光，中学第
一个关系到的就是学业学习。而学习是有方法的。首先还是老生常谈，上课一定要专心听讲，老师在上课时知识点的教导，若你能在课堂上融
会贯通，课后再稍加复习巩固，一定是事半功倍，学业能维持一定的水平。其次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副校长记得自己在小一的时候，
是一个左右分不清楚的小孩，所以学习是非常苦恼的。有一天我的姑姑，突然喊我的名字，我反射性举右手喊有(右发音)，因为小时候老师点

每到儿童节，我都有学校精心准备的礼物和大餐……可爷爷奶奶、
姥姥姥爷过过儿童节吗？他们的儿童节是什么样的呢？我带着好奇用一
本书卷起来当“话筒”，去采访姥姥：“请问吉女士，您小时候的儿童
节是怎样过的呢？”姥姥看我一副认真调皮的样子，笑开了花，不过她
稍微想了想，就接过“话筒”悠悠地说：“我们那个时候，生活条件很
差，没有电视、手机、电脑，也没有任何玩具，就连课外书也很少看
到！”听完姥姥的话我不禁问道：“那您收过礼物吗？”“哪有什么礼
物！大人经常许诺带我们出去玩。我们一直在美好的期待中等待，尽管
每次愿望都会落空，但我们依旧很开心。”姥姥笑着说。什么都没有，
这也算六一？姥姥看着我说：“但是，我的童年还是很快乐的，经常跟
很多小朋友玩各种有趣的游戏如捉迷藏、抓石子等等。”姥姥一口气说
了这些，她又说：“每天放学回家，书包一扔。我们就找一片空地开始
玩……尽管那时什么也没有，可我们依然无忧无虑，非常快乐！”接受
完“采访”，姥姥把话筒交给了我，就去忙了。而我一直沉浸在姥姥的
童年生活中。是啊，那时的生活条件那么艰苦，而姥姥回忆起来却充满
着幸福和满足。我们现在不仅有喜欢的礼物，还有各种好玩的节目，我
们还有理由不珍惜这么幸福的生活吗？盼望已久的六一儿童节终于到了，这一天我是多么的开心呀，就像一只脱缰的小马在

辽阔的草原上奔跑。
这一天，我早早的来到学校，校园里到处洋溢着欢乐的节日气氛，同学们的脸上都写

着快乐。这一天，我们尽情玩耍，随着风儿舞蹈，我们好像怒放的花朵，盛开在美丽的校
园。这一天，只有幸福，没有悲伤！只有自由，没有拘束！我突然觉得我好像平日里关在
笼子里的小鸟飞出来了，飞过草丛，穿过花丛，在田野里嬉戏着，欢笑着，我展开翅膀飞
向天空，在蔚蓝的天空中闪烁着快乐的光芒。

六一儿童节，我该做些什么呢？我有很多的想法，我想和同学们开一个露天的晚会。
晚会是非常美丽的，树上挂着彩灯地上青草遍地，大家围坐在一起，跳舞、唱歌、弹乐器、
演小品……在歌声的陪伴下和同学们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我还想在六一画很多画，画下我美丽的梦想。我想在天空中画一个大大的游乐场，让
所有的小朋友欢聚在一起，和星星聊天，乘着月亮船尽情的游玩。我想画一幅拥有和平的
画，让战争远离地球，让全世界的小朋友同在一片蓝天下和平幸福地成长。我想画一幅健
康快乐的画，希望所有的疾病都远离人间，让我们过上健康快乐的生活。

在六一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衷心的祝福全国小朋友，全世界的小朋友，健康快乐，
好好学习，六一儿童节快乐！

我给妈妈过“ ”

402 朱瀚哲

404 郭炳佑

姥姥的六一儿童节

404 韩佳邑

名，被叫到名字的人总是会被教导要举起右手喊有，所以姑姑就告诉我，你看你喊“有”，这个就是右手，所
以从此我就知道那是右手。也突然间开窍，哇!原来读书是可以与生活连结的。包含要背诵课文，找文本中的关
键字，做谐音记忆法，都是可以来帮助自己记忆的。所以从这里副校长就找到了自己背诵的学习方法。小朋友
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法则来找到自己的学习方法。第三个要谈的是感恩的心。在人生的旅途上，有一些帮助
你的人事物，都要心存感恩。平时就要把谢谢挂在嘴边，对真诚帮助你的人说声谢谢，牢记父母家人、陪伴你
的同学和老师的好，“受人点滴报之涌泉”，心存感恩也会让自己活得更快乐。第四个要鼓励大家一定要养成
运动的习惯。尤其是在小六的菁英训练，训练出的体能一定要维持。除了六次的行前训练到最后三天两夜的登
顶，相当磨练大家的体力和意志力。大家也体会心理素质的重要，身体就是革命的本钱，让自己拥有良好的体
能，对于日后的学习助益更大。最后一个就是分享，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这是很重要的，分享可以为你带
来更好的人际关系。在集体生活中和同学分享学习成果或是一些生活点滴，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好朋友不一定
要多，能够谈得来理解你即可。可以通过小组同学团队间的合作结识新的朋友，这些好朋友未来都将成为适应
学校生活的帮助者。在此祝福六年级同学中学生活过的精彩，康桥永远支持你。把握漫长的暑假，学习更多技
能，并注意安全，快快乐乐的过暑假，开学平平安安的回到学校来。祝福所有同学暑假愉快！

快乐的六一儿童节

快乐不是属于个体的，而是属于一个大家庭，每个人都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
每年，我们都能够在爸爸妈妈、老师的关怀呵护下度过快乐的六一儿童节。妈妈每

次也都让我度过这快乐的节日。光阴似箭，迎来这一年一度最期盼的儿童节，我思索着，
每年的“六一”都这样过实在太没有意思了，今年一定要过一个与众不同的儿童节。

于是我秘密地准备着。“六一”那天，我早早地起床，开始行动，我要在妈妈醒来
之前把一切搞定。千万别以为我想干什么坏事儿，别急，你往下看便知分晓。我拿出自
己昨天精心制作的礼盒，盒子里是我用自己的零花钱为妈妈买的一支口红。妈妈平日里
辛苦照顾我们，没有心思打扮自己，我希望妈妈用这支口红打扮自己。我用在美术课上
学到的手工技艺，把口红精心包装好。我要在妈妈醒来之前把送给她的礼物放好。你一
定奇怪为什么我要送儿童节礼物给妈妈？这可要保密哟！

我蹑手蹑脚走进她的房间，看到妈妈睡得那样香甜，我不禁笑了起来。我悄悄地走
到床前，放下礼物，俯下身子，用嘴唇把一个吻印到她的额头上。然后，转身回到书房，
假装认真地做着作业。果不其然，没过多久，我就听见了妈妈的叫声。她的声音是那么
激动和惊讶。妈妈将我紧紧地搂在怀里，说到“谢谢你，乖儿子，今天是六一儿童节，
这是你的节日，妈妈还没带你去买礼物呢！为什么妈妈也会收到礼物？”我期待地说到：
“因为我想在这个属于我的节日里，见到妈妈开心的笑脸，这也是我今天最想得到的礼
物！”听完我的话，妈妈欣慰地笑了，那笑容如花般灿烂。

没想到，小小的礼物，竟然让妈妈如此感动，回想着妈妈为我所做的一切，我的心
中波涛汹涌。妈妈，以后，我每年都要给您过“六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