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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印第安纳州教育代表团
访问宁波外国语学校
11 月 2 日，美国印第安纳州教育厅厅长詹妮弗·
麦克考米克女士一行 17 人在浙江省教育厅外事处
刘畅、宁波市教育局国交处王尊的陪同下访问宁波
外国语学校（以下简称宁外）。宁外校长周长安、副校
长项嵘热情地接待了来访的教育代表团。
座谈会上，周长安校长对远道而来的客人介绍
了宁外的办学特色和 STEAM 教育开展情况。
据了解，在宁波与奥克兰两地教育局的大力撮
合之下，宁外与新西兰默里湾中学在 2015 年签订了
姊妹学校合作协议，并于 2016 年以视频连线的方式
开始深入开展 STEAM 课程合作。2017 年，Bryce 老
师到访宁外，走进了宁外的 STEAM 课堂，2018 年寒
假宁外师生远赴新西兰体验并合作完成为期五天的
STEAM 课程，宁外的 STEAM 课程在国际合作中走
向成熟。
今年 5 月在杭州举行的浙江省首届中小学
STEAM 教 育 大 会 上 ，宁 外 成 为“ 浙 江 省 中 小 学
STEAM 教育项目培育学校”，也是宁波市唯一一所
中学培育学校。此后，在许多大型 STEAM 教育会议
上，活跃着宁外 STEAM 团队的身影。宁外在吸取借
鉴先进理念的同时，也对外输出优秀做法和经验。
本学期宁外将 STEAM 课程纳为初一年级必修

课程，继续落实宁外 STEAM 教育，并相继推出了学
校自主研发的系列课程，深受学生喜爱。9 月 18 日，
浙江省教研室张丰副主任来到宁外调研，盛赞宁外
为“东钱湖畔 STEAM 教育的桃花源”，也是对宁外
STEAM 教 育 的 一 种 肯 定 。今 后 ，宁 外 将 继 续
STEAM 课程校本化，努力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创
新人才。
周长安校长强调，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
社会网络化的时代背景下，教育国际化已成为世界
的潮流，宁外主张顺应时代潮流，扎根中国，融通世
界，努力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教育道路。传统的
中国基础教育为学生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但相对
缺乏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源于美国“既动手又动
脑”的 STEAM 课程却能弥补这一不足，因此，宁外
去年在初一年级开始新增 STEAM 课程，希望能探
索出一套中西融合、适合中国学生的教育模式。
最后，詹妮弗厅长和教育团代表观摩了一堂由
陈赛玲老师带来的《水的净化》成果展示课。
《水的净
化》是 由 宁 外 STEAM 团 队 自 主 研 发 的 课 程 。课 堂
上，学生分享了本学期参与 STEAM 课程以来的一
些所思所想，展示了团队动手实践的成果。
通讯员 邬嘉辉 金报记者 李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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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走边看

美丽的五龙潭

我的独头蒜

暑假期间，我们一家去了美丽的五龙潭。
我们先去了“五彩山”。从远处看，只见层林
尽染，犹如一幅美丽的画。近看，漫山遍野的树木
颜色各异：红的、黄的、深绿的、淡绿的……五彩
缤纷，我看得眼花缭乱。
接着，我们去看了“帘帘飞瀑”。在去的路上，
我远远就听见了“哗哗”的响声，好像是小孩子正
在唱歌，那歌声真是悦耳动听极了！声音越来越
响，只见一道瀑布从几丈高的岩石上飞泻下来，
像一条白龙从天而降！落在坚硬的岩石上发出清
脆的响声，飞溅起阵阵白色的水珠，有些顽皮的
水珠还跳进了我的衣服里。
瀑布注入水潭后继续一路向下，汇成了无数
条小溪。我们沿着小溪向下行走，远远地看见了
一条小河。河面风平浪静，一点波纹也没有，非常
安静，四周群山环绕。我突然想起了“小桥流水人
家”，只因这河上有几座小桥，桥旁有几户人家的
景象。
啊，五龙潭！我迷恋你，我赞叹你！
宁波市镇海区中心小学 407 班 罗钰涵
小记者证号：1925684 指导老师：王琼

今天王老师组织我们种蒜宝宝，我兴奋极
了，小心翼翼地把蒜宝宝种下去，心里暗暗想：
“蒜宝宝，你要快快长大哦！”
期盼着、期盼着，蒜宝宝终于生长发芽了，它
头顶上长出了嫩绿的小芽，像顶着一个小绿角。
一天又一天过去了，蒜宝宝终于有了新变化，我
去捏捏它的小肚皮，肚子变得软软了，尾巴上也
长出了一根根白胡子，我兴奋地一蹦三尺高。
我又偷偷地看了看张靖怡的蒜宝宝，她种的
蒜宝宝头上不是小绿角了，而是一大把高大的绿
“火焰”，尾巴上也有很多茂密的白胡子，她的蒜
宝宝长得真快呀！我又看了陈可的蒜宝宝，她的
蒜宝宝“身材”苗条，绿苗直挺挺的，可漂亮了。
我想：没关系，我的蒜是独头蒜，和她们的完
全不一样，她们一个蒜有很多蒜宝宝，我的只有
一个蒜宝宝。闻一下，味道也不一样，我的独头蒜
味道特别浓，蒜苗长大也一定很独特，哈哈。
我相信我的独头蒜宝宝一定会给我一个大
大的惊喜的！
宁波国家高新区外国语学校 408 班 沈逸萱
小记者证号：184095 指导老师：王玉

■萌宠情缘

■自然百态

可爱的小兔

星期五的大雨

我喜欢小松鼠，喜欢小麻雀，喜欢小猫咪，但
是我最喜欢的是小兔子。
小兔子十分可爱！
它长着一双红彤彤的大眼睛，
一个小小的鼻子，
一张三瓣嘴和一对长长的耳朵。
它十分贪吃，只要闻到一点香味，就循着气
味走过去。如果是它喜欢的，它就会抬起双腿，用
舌头舔舔嘴，然后迅速地吃起来，一会就吃完了，
而且一点也不剩。如果不是它喜欢的，它会先闻
一闻，知道不是自己爱吃的胡萝卜，又转身去找
新的食物。如果它在抽屉里，找到了像马卡龙一
样的挂件或上面画着食物手机套，它就会带着新
奇，去咬一咬，发现不能吃，就把挂件当成玩具，
咬着蹦来蹦去。
小兔子不但贪吃，而且十分爱臭美。它如果
在吃寻食物的时候发现了一面镜子，会在镜子面
前照一照，发现自己的脸有点脏，就会用手去洗
脸。如果觉得毛有点乱了，它就会用手去梳理身
上的毛让自己变得干净。
就这只可爱的有趣的小兔子！我很喜欢它！
宁波市镇海区中心小学 407 班 吴佳芫
小记者证号：1925675 指导老师：王琼

在这个星期五，下了一场很大的雨。
下午，我正在上画画课，突然，天空变得黑沉
沉的，房间的空气也开始变冷。一位同学说：
“快要
下雨啦！”话音刚落，雨就开始下了。刚开始，雨还
很小，后来，雨越来越大，雨滴“噼里啪啦”地打着
窗户。我想，千万不要打雷闪电啊！雷公、电母，放
我们一马吧！谁知，雷公与电母马上就来凑热闹
了。电母变成了一个可恶的女汉子，臭美地一个劲
照自己的小铜镜，晃得我们眼睛疼。当然，她的搭
档——雷公也马上上场，他唱起了歌 ：
“ 轰隆隆！
轰隆隆！”雨水为他伴奏：
“沙沙沙！噼里啪啦！”他
们合成了难听的二重奏。
我和同学们都尖叫起来：
“天哪，太恐怖啦！”
“救命啊！”
雨就这样下了二十分钟才慢慢小起来。
妈妈来
接我了，
回家的路上，
我发现一个小斜坡变成了
“瀑
布”
，
水流得欢快；
大树被大雨打得
“垂头丧气”
，
娇嫩
的花朵也已经七零八落；
一个小区门口形成了一大
片
“湖”
，
排水管正在拼命吸水，
很像
“夸父喝黄河”
。
星期五的这场雨真吓人！
宁波国家高新区外国语学校 408 班 武月
小记者证号：184089 指导老师：王玉

■萌宠情缘

仓鼠的“大口袋”
我家有一只仓鼠，三角形的小脑袋上镶嵌着
小鼻子、小眼睛、小嘴巴，浑身黄黄的、毛茸茸的，
可爱极了。
一天，
做完作业，
闲来无事，
我趴在地上看我心
爱的小仓鼠。
只见它一会儿抱起瓜子仁、
一会儿抓起
燕麦粒、
一会儿又啃起了面包虫，
把食槽都整翻了。
没多久，
它的两颊就变得奇大无比。
这是什么现象？
我上网查了一下，
仓鼠的两颊就像两只有魔法的大
口袋，
可以装很多东西，
东西装多了就像吹气球一样
鼓起来，
这就变成我刚才看到的样子——小仓鼠把
食物藏在了它的两颊里啦！
难怪它叫
“仓鼠”
。
可它为什么要藏东西呢？原来仓鼠是缺少安
全感的动物，总担心会没东西吃。这不，它和别的
仓鼠养在同一个笼子里，不仅会打架，还会抢食
物，正因为它们要抢食，所以它才要藏食物，藏起
来的饼干、小米等等的好东西才不会被抢。
看来作为“爱鼠人士”，一定要多观察、学习，
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鼠鼠。
宁波国家高新区外国语学校 401 班 张智渊
小记者证号：181079 指导老师：王博林

■开心时刻

蝉趣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与好朋友约好一
起捉知了的日子。来到约定的地点，我们边走边寻
找躲藏在树杈中的知了。不一会儿，我就在树干上
发现一个乌黑的大点，再定睛一看，原来是只油光
发亮的大知了。它正懒洋洋地吸吮着鲜美的汁水。
我一马当先，双手紧紧握住网柄，将网高高举起，
慢慢靠近知了。可一切都是徒劳的。因为我根本就
够不到它，只是网的顶端碰到了它。只见它向上悠
闲地爬了一点，一会儿，它又专注吮吸汁水了。我
连忙叫妈妈来帮忙。可不知为什么，即使妈妈再小
心，
再快速，
知了还是一眨眼就没了踪影。
正当垂头丧气的我准备痛定思痛大干一场
的时候，我的好朋友发现一只知了在一个低杈
上，唾手可得！他捏住知了胸部的两侧，就轻而易
举地抓住了它。站在一旁的我看得目瞪口呆，心
服口服地赞叹他真是个捉虫达人呀！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当我们要打道回府的时
候，
“ 知——了，知——了”那个熟悉又悦耳的声
音再次响了起来！我忙叫道：
“快来，快来，我这边
有呢！”可小伙伴刚跑了一半，也冲我喊了起来，
“快来！快来！我，我这儿也有呢！”我们沉浸在一
片嬉闹欢笑中……
宁波国家高新区实验学校 403 班 何楚恒
小记者证号：182574 指导老师：李智兰

■我爱思考

学英语，没那么难
今年我六年级了，与英语打了四年的交道，
对英语也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
我从三年级开始学习英语，
刚开始我对它没什
么感觉，当上了第一堂英语课后，我对这神秘的英
语有了兴趣，我开始喜欢上它了，虽然我时不时地
就会把它和拼音搅浑。我每天认真听讲，仔细地完
成作业，
用心地记住老师说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字，
渐渐地，
我的英语知识就积累得愈来愈多。
我已经学习了四年的英语，但我依然热爱英
语。最近，我更感到英语的重要性。不久前，爸爸
从泰国旅游回来，向我抱怨：
“ 我不会英语，都不
知道他们叽里呱啦地讲些什么，买东西也只能靠
手比划。”要知道我爸爸的英语是很不好的。末
了，爸爸意味深长地对我说：
“你以后一定要好好
学习英语，长大以后就不会悔恨当初了。”
让我们一起为自己的未来努力，加油！
宁波市鄞州区邱隘镇中心小学 607 班 胡婧萦
小记者证号：184556 指导老师：李泓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