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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孝班五月份总结
一、班级总结
时光似流水般飞逝，像白驹过隙，忽然而已。五
月份在不知不觉间悄悄地过去了。
这个月，我们首先放了一个周的春假，月底又迎
来“雅韵端午，欢度六一”及“四名雅韵端午情，诗
词相约凝德宫”的种种活动。曲老师这个月事情比较
多，我有些乱了阵脚，多亏朱锡刚老师的及时加入，
令我们的压力减少了许多。这个月的活动也比较多，
但我们明孝班的任务完成情况较上月相比有了很大进
步，并且大部分同学的任务完成的都很好。
齐读组的月任务是《老子》的第一章至第四十六
章，3000 字。从刚开始领读，曲老师便让我用平江调
进行教学，领读《老子》到十几遍时，林俊宇完成了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3270 字连
背及认字，转入齐读组读《老子》。领读到二十遍，他
们便开始齐诵，调子还算正确，只是个别地方需要我
去纠正。用平江调读到三十五遍左右，范子溪进行了
《老子》第一章至第四十六章 3000 字连背。接下来是
朱鑫哲、徐铄城、周泊羽完成了分段 3000 字背诵。吟
诵到四十遍左右，汪峻宇、鲁宁睿、江焌瑀全都完成
了分段 3000 字背诵。林俊宇因为晚到一周，仅仅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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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至第十二章 626 字，他已经很棒了。谢立波、
仲冬坤每天一节数学提升班，乃至于近一周又加了两
节语文提升班，晚上加了英语提升班，每天仅剩一节
中文课，谢立波只背了第一章至第二十九章 1698 字。
仲冬坤仅完成了第一章至第二十三章 1303 字。不过他
们已经很厉害了。
自读组的任务完成的也不错，徐健耀将《诗经》
国风背完了，12048 字。在此还要说一下健耀同学的
好学，大概是五月中下旬左右，有几天他每天早上 5：
30 都会到我宿舍门口等我起床，跟我学习平江调。大
概坚持了三四天，可能身体吃不消，便没有再来找我
学。不过他的这种好学精神是需要我们去学习的。他
还在本月当上了卫生委员，我们班卫生在他的带领下
在上周得了第一名，在此提出表扬（鼓掌）！廖德衍本
月计划原本是《论语》公冶长第五——宪问第十四连
背，8800 字。不过可能因为五月份活动太多，占用了
太多时间，心有些散乱从而导致他仅背到了乡党第十，
4200 字，背了一半不到，不过老师相信你在六月份一
定会认真起来。德衍还当上了大队长，我们班的队伍
更整齐了。
蒙学组在本月中旬新加入一名晏晟浩同学，他好
像之前将《论语》
《孟子》背过了，不过认字还是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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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所以便让他从《三字经》开始。给他定了《三字
经》人之初——学不辍 924 字连背，结果仅仅背到了
皆有由，812 字。虽然他没有完成任务，不过已经很
棒了。
丁昊宇完成了《三字经》
《百家姓》
《千字文》2190
字连背，并超额完成《弟子规》——宜节制 549 字背
诵。陈奥翔完成了《三字经》
《百家姓》1713 字连背，
加油奥翔！吕坚闻也完成了《三字经》
《百家姓》1713
字连背。丁玉周完成了《三字经》
《百家姓》
《千字文》
《弟子规》连背。王释寒完成《三字经》
《百家姓》字
连背，并超额完成了《千字文》天地玄黄——夙兴温
凊 270 字连背。认字从赵钱孙李认到了卓蔺屠蒙，280
字。（鼓掌）李天赐完成了《三字经》《百家姓》1713
字连背，并超额完成《弟子规》——己即到 212 字背
诵。认字从皮卞齐康认到了百家姓终，388 字。张寒
钰《三字经》《百家姓》1713 字连背完成，并超额完
成《千字文》天地玄黄——严岫杳冥 416 字连背，认
字从师鞏厍聂认到百家姓终，104 字。
（鼓掌）寒钰继
续努力，加油！
月末我们排练了：
‘说文解字五百四十部首节选吟
诵’，
‘离骚节选’，‘短歌行’，‘我的祖先名叫炎黄’
等。大家练的都很不错，也正是因为这点，大家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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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放松。彩排走场时，队列不是太好，
‘短歌行’、
‘离
骚节选’差点被删掉，节目老师说给我们最后一次机
会。当时我似乎带着哭腔对大家说“这是最后一次机
会，像我平时教的那样去唱，别给我丢脸”。大家开始
变得认真起来，每一步，每一句，都像我之前说的那
样认真地去做。最后我们成功了！选上了！
这件事令我们明孝班的凝聚力变得更加地强大，
我们之间的感情也一步步加深，孩子们也果然没给老
师、没给明孝班丢脸。这个月琐事有些多，不过这些
琐事不但没有影响到我们，反而令我们产生了更大的
进步，令大家得到了更大的锻炼。
五月份就这样过去了，希望大家在六月份取得更
大的进步！
二、部分学生总结：
1、鲁宁睿：
中文：这个月我背了《老子》第一章至第四十六
章，下个月我会更加努力的。
数学：这个月我学了小数的加减乘除，下个月我
会学的更多。
英语：这个月我学了新概念英语的第一单元。
书法：这个月我学了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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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这个月我练习了劈拳、腿法和三体式，我
学会了崩拳。
活动：这个月有一次表演，我们表演了武术，王
老师表演了太极拳。说文解字五百四十部首是集体表
演，我们班和明礼班一起表演了短歌行。我们班表演
了我的祖先名叫炎黄，离骚和英语小星星。我还参加
了雅韵端午欢乐六一游园活动，我参加了踩气球、夹
气球、抢板凳、滑板竞速、我来指你来说、数学争霸
赛和生活大比拼，我一共得了 16 分。
生活：这个月我洗衣服、叠被子、刷牙、洗脸、套被
套、铺床单有很大的进步。
2、朱鑫哲：
中文：本月我们齐读组开始读《老子》了，有三
千字，我分段已经背完了，就差连背了，下个月应该
就要背剩下的两千字。
数理：学习小数乘除及整数乘除。
书法：我已经把笔画练习完了，这周就可以开始
练习宣纸了。
生活：这个月我的生活习惯有养成，被子叠的更
好了！
英文：我学了新概念英语一到第三课，还有一首
英文歌曲小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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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复习了崩拳，在武术组学习了棍花及劈棍。
活动：这个月每周星期天基本上都会出去摘野草
莓，前天是开放日，全校同学都上去表演节目，我表
演的武术节目有少林基本拳、劈棍，中文节目有我的
祖先名叫炎黄、离骚、短歌行。下午是游园活动，我
最喜欢的是飞花令和抢板凳。游园活动是在下午四点
半结束的，晚上我们还去了摩崖石刻。
长进及改进之处：长进是背书速度更快了，需要改进
是上课不能分神。
3、徐铄城：
中文：这个月我们在读《老子》第一章至第四十
六章，五月十日开始读的，十九号开始背了，我二十
四号背完。现在有四个人背完，其他六个人还在背。
有些人以前背的很慢，现在背的很快了。
数学：学了小数乘小数，和小数除小数。
英文：我学到了第十五课，是班里的第二名，还
是英语课代表。我们班是全校平均英语背书最快的。
书法：我学到第五个笔画，是像一个蛇一样的，
弯来弯去。我们要把以前没有写完的纸给写完。
武术：来了一位新的老师，姓王，是教太极的，
我学会了蚕丝。崩拳和劈拳越来越好了，还有少林基
本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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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不懒床，叠被子叠的越来越好了，铺床铺
也越来越快，越来越好了，也会套被套和枕套了。
活动：我们二十五号到二十八号一直都在排练，二十
九号演出，演出的时候，全部的家长都来了，还有专
程来录像的节目组。演出在七点正式开始，第一大块
是武术，大约到八点就结束了。第二大块是中文吟诵，
我们班表演了短歌行、离骚、我的祖先名叫炎黄（朗
诵）、说文解字部首节选。第三大块是英文，我们班表
演了小星星，演出一直持续到了十点半。下午是游园
会，我一共得了二十七分。可是中文每项最多只能得
三分，所以我是二十五分。我一共换了两个苹果，一
根香蕉，一瓶娃哈哈，一包尖角脆和一包素肉，还送
了一颗糖。我们班是最高分，但是平均分却并不高，
所以没有发零食。我和廖德衍下午五点就出去玩了。
4、李天赐：
中文：进行了《三字经》《百家姓》连背，《弟子
规》背到了出则悌。百家姓认字结束。
数学：小数除法算式、普通算式快了许多。
英语：学了小星星这首歌和新概念英语第一和第
二单元，还把二十六个字母默了下来。
武术：崩拳练得更好了，五种踢法练得更好了，
学了太极拳的蚕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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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学了篆书的第一到第三个笔画，笔画练得
更好了，现在在写第四个笔画。
生活：刷牙、洗脸、扫地、套被套、套枕套、铺
床单也弄得更白更干净更整齐了。
活动：六一儿童节我们表演了说文解字、我的祖
先名叫炎黄和小星星，我们还看了别人练拳、练棍、
练刀，还看了英语话剧和聪明的小猴子。我们还加入
了六一的游戏，本来以为什么都不会玩，但是我想数
学应该很简单吧，于是我就去玩数学了。我排了好长
的队伍，终于到我了，老师叫我选两道题回答，可是
我只选了一道，因为别的题都太难了。老师问我选好
了没有，我说只选了一张。然后老师拿了一道题目问
我这都不会吗？我一看立马说会。我答对了，老师给
了我五加一总共六分。我玩完数学又去玩趣味活动的
抢板凳和你画我猜，玩完之后就去换吃的了。
5、谢立波：
今天是六月二日，上个月我们背的是《老子》第
一章至第四十六章。我这次任务没有完成，因为我们
三个（谢立波、仲冬坤、徐健耀）每天只有一节中文
课，我们其他的中文课都在上提升班。上午两节语文
课，一节英语课。下午两节数学课和一节中文，一节
体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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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一日到五月七日是放假时间，五月三日我去
了宁波鼓楼玩。在鼓楼里，我玩了一两个小时就去吃
中饭了。吃的是素食，非常好吃。我们吃完就在宁波
玩了一会，玩到傍晚就在外滩找了家酒店住下了。
五月二十九日，我们在过端午和儿童节。二十九号早
上六点吃早饭，七点半我们开始表演。我们表演了一
个上午，表演完就去吃中饭了。午饭很丰富，有水果、
凉皮、海鲜、鸡肉等等，还有粽子。我还是在学校第
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饭呢。下午我们就开始游园会了，
我得了四十二分，换了很多的零食。傍晚我和徐健耀
他们去外面玩了，玩完我们就回宿舍睡觉了。
五月三十日早上我和仲冬坤去了徐健耀爸爸的客
房，徐健耀也在，我们就一起去学校吃饭了。吃完我
们去爬山，徐健耀带头，带了半个小时，徐健耀爸爸
说：“我们下到公路那里”，我们就跟着下去了。下到
一半的时候，我以为下去的路是平的，我便想趁机超
过健耀。我便开始冲刺，没想到的是下面不是平路，
而且高一米八的崖坡，此时我已经刹不住车了，从一
米八的崖坡上摔下来了。我什么事都没有，只是手受
了点小伤。之后我们便回客房看电视了。看完便回学
校吃中饭了。吃完中饭就又回客房看电视到十二点，
我们就睡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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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廖德衍：
这个月，我中文发挥的很差，原本 8000 多字的任
务，我只完成了一半。主要原因还是我读的遍数太少
了，曲老师定的 80 遍的计划，我却只读了 30 遍，因
此老师便让我补遍数，然后就浪费了好多的时间，其
实我只需要读 30 遍就会背了啊！
在其他方面，我的表现比中文要好多了：英语默
写到第 11 课，数学学到了小数的加减乘除简便运算，
武术进入了武术组并开始练习棍术，还来了一位教太
极拳的王老师，书法开始描灰，生活一个周内给宿舍
加了五次分......
此外，我们还举行了“雅韵端午，欢乐六一；相
约经典，学以致用”的大型活动，还有摄制组专门给
我们拍纪录片呢！
而且我们的父母也全都来了，五点半的时候，父
母还带着我们出校，只要第二天下午一点半到校就行
了。
我和我的爸妈坐着徐铄城妈妈的车下了山，然后
在万达广场吃了顿晚饭，又和徐铄城打了两场游戏，
就去了一家四星级宾馆。这家宾馆的门前还立着一块
牌子，上面写着：衣冠不整恕不接待。看来这家宾馆
还是挺讲究的，只不过我和我爸妈的房间在五楼，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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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时候有点麻烦而已。
到了房间以后，我洗了个澡，又看了一会儿服务
指南，便缓缓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我一觉醒来，发现老妈还没醒来，正得
意呢，猛然看到老爸老妈其实一直偷偷盯着我，吓了
我一大跳：原来他们早就醒了！
之后我们到二楼吃了一顿非常丰盛的自助早餐。
当我们就快要吃完的时候，徐铄城和他妈妈才来，我
们耐心地等他们吃好。之后我妈和徐铄城妈妈去逛商
店，我爸带着我和徐铄城去看电影：
《加勒比海盗 5—
死无对证》。但是我们去的太早了，电影院还没开门，
我们便去爬了阳明山，下山后刚好赶上电影。
看完电影后，我们就准备回学校了，由于没有吃午饭，
我们便给老师请了一个假，到李家坑吃了一顿饭，休
息了一会儿，便又上路了。
随后便回到了学校，我们搞了大扫除......
这个月，给我们带来无限欢乐。
三、班级任务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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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经典（计划）

序
号

姓名
内容
科目

1

徐健耀

2

廖德衍

3

林俊宇

4

江焌瑀

5

鲁宁睿

6

汪俊宇

7

谢立波

8

仲冬坤

9

范子溪

10

周泊羽

11

朱鑫哲

12

徐铄城

《诗经》国风连背。 《诗经》国风已背完， 山 亭 夏 性、心、 人之初——择
12048 字。
未连背。12048 字。
日、答人 生、本、 邻处
木、相、 认字未进行
目
《论语》公冶长第五 《论语》公冶长第五—
人之初——择
——宪问第十四连 — 乡 党 第 十 背 诵 。
邻处
背。8800 字
4200 字。
认字未进行
完成《三百千弟》 完成《三百千弟》3270
人之初——择
3270 字连背，认字 字连背，《老子》第一
邻处
《弟子规》总叙—— 至第十二章 626 字背
认字弟子规—
可驯致 1080 字。
《老 诵。
—可驯致 1080
子》第一至第四十六
字
章 3000 字。
《老子》第一章至第 《老子》第一章至第四
人之初——择
四十六章 3000 字连 十六章 3000 字分段背
邻处
背。
诵结束，未连背。
认字未进行
《老子》第一章至第 《老子》第一章至第四
人之初——择
四十六章 3000 字连 十六章 3000 字背诵完
邻处
背。
毕，未连背。
认字未进行
《老子》第一章至第 《老子》第一章至第四
人之初——择
四十六章 3000 字连 十六章 3000 字背诵完
邻处
背。
毕，未连背。
认字未进行
《老子》第一章至第 《老子》第一章至第二
数学提升班，
四十六章 3000 字连 十九章 1698 字背诵。
未进行
背。
《老子》第一章至第 《老子》第一章至第二
数学提升班，
四十六章 3000 字连 十三章 1303 字
未进行
背。
《老子》第一章至第 完成本月任务。
《老子》
人之初——择
四十六章 3000 字连 第一章至第四十六章
邻处
背。
3000 字连背。
认字未进行
《老子》第一章至第 完成本月任务。
《老子》
人之初——择
四十六章 3000 字连 第一章至第四十六章
邻处
背。
3000 字连背。
认字未进行
《老子》第一章至第 《老子》第一章至第四
人之初——择
四十六章 3000 字连 十六章 3000 字背诵完
邻处
背。
毕，未连背。
认字未进行
《老子》第一章至第 完成本月任务。
《老子》
人之初——择
四十六章 3000 字连 第一章至第四十六章
邻处
背。
3000 字连背。
认字未进行

中文经典（实际完成） 诗 词 吟 说文解字
诵

识字、训诂

宁波市海曙区四明山经典学校—丁酉年五月明孝班总结

13

晏晟浩

14

丁昊宇

15

陈奥翔

16

吕坚闻

17

丁玉周

18

王释寒

19

20

《三字经》人之初—
— 学不 辍 924 字 连
背。
完成《三百千》2190
字连背，认字郏浦尙
农——百家姓终
156 字。
完 成《 三 百》1713
字连背，认字《三字
经》师项橐——宜勉
力 267 字。
完 成《 三 百》1713
字连背，认字一土宇
——宜勉力 423 字。
完成《三百千弟》
3270 字连背，认字
《三百》有归藏——
百家姓终 711 字。
完 成《 三 百》1713
字连背，认字《百家
姓》赵钱孙李——百
家姓终 568 字。

《三字经》人之初——
皆有由 812 字连背。

李天赐

完 成《 三 百》1713
字连背，认字《百家
姓》皮卞齐康——百
家姓终 388 字。

《三百》1713 字连背
完成，超额完成《弟子
规 》— — 己 即 到 212
字背诵。

张寒钰

完 成《 三 百》1713
字连背，认字《百家
姓》师鞏厙聂——百
家姓终 104 字。

《三百》1713 字连背
完成，超额完成《千字
文》天地玄黄——严岫
杳冥 416 字连背。

完成《三百千》2190
字连背，超额完成弟子
规——宜节制 549 字
背诵
完成《三百》1713 字
背诵，未连背。

完成《三百》1713 字
连背。
完成《三百千弟》3270
字连背。

《三百》1713 字连背
完毕，超额完成《千字
文》天地玄黄——夙兴
温凊 270 字

人之初——择
邻处
认字未进行
人之初——择
邻处
认字未进行
人之初——择
邻处
认字未进行
人之初——择
邻处
认字未进行
人之初——择
邻处

人之初——择
邻处
认字赵钱孙李
——卓蔺屠蒙
280 字
人之初——择
邻处
认字皮卞齐康
——百家姓终
388 字
人之初——择
邻处
认字师鞏厙聂
——百家姓终
104 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