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小记者金页
▼

20212021年年1010月月1414日日 星期四星期四

稿件审核 严海霞 责任编辑 赵思凡 版式设计 蔡文娟

投稿热线：80865319

今天是参加小记者活动的日子，
天气格外晴朗，就像我的心情一样。
我们在老师的帮助下穿上了小红军的
衣服，坐上大巴，我们第一站就是去南
通野生动物园游玩。这是一座绿水纵
横，青山环绕的生态湿地森林公园。

我们游玩的第一站是自驾区。这
里有很多景点：芦溪菏泽、欧亚森林、
风云草场……让我眼前一亮的是“王
者部落”。这里的熊直立着身子注视
着你，憨态可掬；这里的狼伫立在石坡
上，仰天长啸；还有那威风凛凛的老
虎，即使一动不动也是尽显王者风范
……一路前行，一路欣赏着猛兽们的
野性之美，一路目睹了小动物的可爱
风采。

出了自驾区，我们便来到了风景
如画的步行区。白虎餐厅颇具特色。
一只毛色雪白，偶有几丝杂色点缀的
白虎在餐厅里走来走去，悠然自得，好
像在寻找一同就餐的好朋友呢。我和
它眼神相对，寒光里多了些温和，可能

是和人们相处久了的缘故吧，不过我
的心跳还是加速得厉害。步行区另一
大特色是国宝家苑。这里小桥流水，
亭台楼榭，应有尽有，吸引了无数游客
驻足观看。尤其是调皮的大熊猫，这
儿一只懒洋洋地在树杈上睡觉，那儿
一只却爬到了空调外机上取暖去了
……

我们还欣赏了泰象踢球和大马
戏。每个节目都精彩纷呈，令人拍手
叫绝。不知不觉中，已经到了中午，灿
烂的阳光铺满了大地，野生动物园也
更加迷人。我们依依不舍地和动物朋
友挥手作别，出发去下一站—如皋红
十字纪念馆。

走进纪念馆，映入眼帘的便是那
巨大的刻在石墙上的雕塑。上面刻着
的都是革命战士战斗时的场景，虽然
纪念馆里人很多，但是似乎没有太多
嘈杂的声音。望着那雕塑，仿佛能听
到革命战士吹响的战斗的号角，仿佛
能闻到战火弥漫的气息。这无不体现

了战争的猛烈和残酷，也衬托出革命
先烈们为了革命的胜利所做出的努力
和心血。这种为了祖国奉献出自己的
心血甚至生命的精神不正是应该我们
每一个人学习的吗？

在纪念馆的小玻璃柜子里，存放
的都是当时抗战时用的工具和武器。
看看那锈迹斑斑的步枪和抗战片里常
有的大砍刀，我不仅感叹道，如今的中
国的军事科技已居世界前列，各种型
号的飞机大炮数不胜数。然而以前的
革命军队却是靠着小米加步枪一步一
步慢慢挺过来的，这种不畏艰险，舍生
取义的革命精神不正激励着我们吗？
不管当今的科技多发达却依旧要保持
吃苦耐劳的品质，才能让祖国的未来
发展的越来越好。

在大厅的中央还伫立着一块石
碑，走近看会发现石碑上刻着不计其
数的名字。不是所有人都能像先烈一
样无所畏惧，忠肝义胆为祖国献出生
命的，烈士们的牺牲使我们感到很惋

惜。但是，他们死的壮烈，死的英勇，
他们的牺牲换来了革命的胜利。许多
人在此驻足不前，有的上了年纪的老
人家还默默哀悼，看着眼前的一幕，使
我内心的热血澎湃了起来。连老人尚
是如此，那我们新一代的年轻人又该
怎么做呢？作为祖国未来的希望，我
们更应该要秉承先烈的品质，学习更
多的知识，为祖国未来的繁荣昌盛贡
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革命先烈们在祖国大地上撑起一
片天，开启了我们民族的千秋大业，创
造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吃水不忘
挖井人，我们应该永远铭记给我们幸
福生活的人，让我们永远感恩那一个
个为了这片土地，洒下热血的革命先
烈们。一个国家在一个时代的和平稳
定，是经历了前人不断努力所创造的，
而生活在这和平稳定的时代中的我
们，更应该铭记前人为我们留下的许
多可贵的精神财富。

（指导老师：严鑫怡）

星期天，本来我应该在家睡
觉。但是今天不一样，因为我要
参加“如东日报小记者”活动。
早上 7点，我匆匆忙忙地来到了
学校——早上起晚了。和奶奶
道完再见，大客车就出发了。这
次行程有两个目的地，一个是南
通野生动物园，还有一个是如皋
红十字军纪念馆。

客车行驶了大约一个小时，
到达了第一个目的地——南通
野生动物园。

导游阿姨先带领我们去看
鸵鸟。一看到鸵鸟，有人兴奋地
叫了起来。纷纷拿出手机拍
照。看完了鸵鸟，我们接着往前
走。接下来，到了看孔雀的地
方。不知道是谁问了一句:“孔
雀怎么不开屏啊？”说完，神奇的
事情发生了，孔雀真的开屏了。
大家激动地拍了起来。我们继
续往前走，居然看到了“二师
兄”，大家都很疑惑。

看完了动物，就到了我最期
待的环节——小丑表演。我们
刚刚坐下，小丑们就走了进来，
开始往上抛气球。看到前排的
人奋力争夺着气球，坐在后排的
我有点后悔——早知道就坐在
前面了。哇！这些表演的人也
太厉害了吧：芭蕾舞演员在高空
中翩翩起舞，像一只优雅的天
鹅；马术大师在骏马飞奔时纵身
一跃，就跳上了马；魔术师让一
个人进了一个箱子里，随后点燃
箱子，过了大约十分钟，他把火

铺灭了，箱子里的人竟然毫发无损。大家激动的
鼓起掌来。

在不知不觉中，表演结束了，看完表演的我
们全部都是饥肠辘辘，都嚷嚷着要吃饭。老师平
静地说：“我们到如皋去吃。”听到这个消息的同
学们都像晒蔫的叶子似的耷拉下脑袋。经过漫
长地等待，我们终于到达了吃饭的地方。

吃完了饭，有经过二十分钟左右的行程，我
们到达了下一个目的地——红十字军纪念馆。

刚刚下车老师就告诉我们，我们不是来这里
玩的，而是来研学的。所以进去之后，我们要保
持安静，不能嬉皮笑脸。

进馆之后，导游阿姨带领我们参观。这个馆
不大，只有两层。我们不一会儿就参观完了整个
馆。虽然导游阿姨讲的一些话我听不懂，但我感
受到了战士们的爱国之心。参观完之后，我们就
乘坐客车回家。

这次小记者活动真有趣。
（指导老师：许晓旭）

小记者之旅
□ 岔北小学201班 张诗琪

今天是阳光明媚的一天，我的心情也格外的美好，因为老师会
带领我们踏上我梦寐以求的小记者之旅。

早上来到学校后，老师给每位小朋友一人发了一套小红军的衣
服。蓝色帽子上有一颗鲜艳的五角星，配套的是蓝色的上衣和蓝色
的裤子，穿在身上威风又神气，走在路上引来了许多路人的目光。
我们这群活泼好动的小记者终于出发了我们的第一站——南通野
生动物园。

走进动物园，老师就带领我们去参观各种各样的动物，有火烈
鸟、河马、斑马、袋鼠和猴子等等，其中我最喜欢的动物是火烈鸟。
它们都是大长腿，瘦得很匀称，它的嘴巴很别致，像一个钩子。它们
或在湖水中游泳，或在浅滩上徜徉，神态悠闲安详。兴致来时，它们
轻展双翅，翩翩起舞，美丽极了。

结束了动物园之行后，老师又带领我们来到了伟大的雷锋纪念
馆，我们学习过一篇关于雷锋的课文，在课文中我知道了雷锋叔叔
乐于助人、奉献爱心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雷锋馆里我见到了雷锋
叔叔的雕像，还有一些伟人。老师给我们讲述了许多这些伟人的英
雄事迹。我作为小记者还采访一些叔叔阿姨，他们也把知道的关于
雷锋叔叔的故事告诉我们。

我们纷纷感慨：这次的小记者之旅我们收获颇多，我们知道了
许多动物的习性。学习到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红军故事，乐于助人
的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把这种精神
传承下去。

今天我是小记者，能参加这次活动我很开心，我明白了：平时一
定要有敏锐的观察力来发现生活中的一点一滴，才能写出好文章。

（指导老师：陈正阳）

今天，和往常的周末一样，太阳高
挂，我还躺在床上睡懒觉。突然，一道
七彩的光束，穿过茂盛的树林，飞过芬
芳的花丛，透过透明的窗户，绕到我的
床前，跳进我的身体。

顿时，脑海里出现了一道身影，背
后冒着金光，长着翅膀。他说：“你很
幸运，是我选中的人。我可以赐给你
一次可以变成任何东西的能力。”我脱
口而出：“把我变成地球吧！”眨眼间，
我真变成了地球。

我生活在无边无际的宇宙中，远
处有送来光明与温暖的太阳母亲，身
边还有比邻星、水星、金星、火星等几
个兄弟姐妹陪着我。真幸福，我微微
一笑。

突然，一个不明物体向我飞来。
那是什么？是陨石！我用尽全力地向
前狂奔，可是他穷追不舍，我只好竭尽
全力，我把十八般武艺都使出来。经
过我的一番搏斗，现在，他被一点点击
垮，只剩颗颗小石子，一点威力也没有

了。我长吁一口气，好险，没伤害到我
的子民们。

就在这时，我的身体很疼。照
理说，小小的陨石碎片不会弄疼我
啊。我定睛一看：原来，我的子民们
又在破坏我了。他们贪婪地挖着
矿，不停地开采着石油，不顾后果地
滥用着化学品，不止伤害了我的身
体，还将我经过万年、亿年孕育成的
资源破坏，我怎么不心疼呢？真是
太可恨了！亏我刚才还在拼命保护

他们。
突然，我醒了。啊，原来，这是一

个梦，但这又是多真实的梦啊！地球
母亲多么无私啊，她向人类慷慨地提
供一切，但人们却在不断地伤害着
她。倘若资源枯竭、地球被破坏，人类
将别无去处。

所以，只有一个地球，我们要
精心保护她，像她爱我们一样的爱
护她！

（指导老师：张喆）

当我们初次踏入教室，喊出
第一声“老师”，你露出大方得
体的微笑，惴惴不安的我一下
子从容起来。我，怎么才能不
感谢你？

老师，我感谢你，感谢你给予
我知识。从无知迈向学有所成，
已是一个大跨步。知识本身是黑
暗的，举着那盏明灯的正是我的
老师。所以，我感谢你。

老师，我感谢你，感谢你让我
注重学习方法。解题时我不再连
蒙带猜，脑有方法，手就能把题目

解出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
渔。所以，我感谢你。

老师，我感谢你，感谢你教导
我人生观。小朋友间的争吵你从
不阻拦，你说尊重我们点到为止
的交流，可事后我们总要交一份
思己过书，我明白了要尊重他人；
上课时我回答问题慢，你会选择
让其他小朋友帮助我或者耐心等
待我，我明白了要尊重自己，学会
等待；下课时我把正在喝水同学
的水泼了，你要求我作为道歉，帮
她把水倒满，我明白了要承担责

任，勇于道歉。所以，我感谢你。
老师，我要感谢你太多太多，

感谢你及时对我存在的问题做
出回应，正确而有效地在我身上
涂抹上美丽的颜色；感谢你只是
因为一句老师便点亮了我求知
的双眼，赶跑了我所有枯燥无味
的空想；感谢你每天平底的鞋
子，不是哒哒哒的噪音却每一步
都走向了我的心田。请让我最
后再大声地说出我对你的感谢：

“老师，你辛苦了！”
（指导老师：徐小婕）

我很好奇妈妈的童年是什么样子的?妈妈说：她的童年是快乐
的。

我还是不明白。于是我以小记者的身份对妈妈进行了一次采
访。我问：“妈妈你童年的夏天是怎么过的?”妈妈若有所思地想了
想，说:“那时候的夏天没有空调，电风扇也很少见。吃过晚饭早早地
洗了澡，就搬一张竹床放在外面一家人坐在上面，手里拿着一把蒲扇
驱赶蚊虫，大人们聊着一天发生的事情，孩子在讲一天学校的趣事。
等不热了，就上床睡觉了。”

我又问:“在学校是什么样子的?”妈妈唉声叹气地说：“上学自己
走，没有家长接送；作业自己写；犯了错误自己承担，从来不找家长。”

我接着问：“有什么好玩的事吗?”妈妈坏笑地说:“哥哥问人家借
的书被我用胶水粘起来了，把哥哥气哭了；每次哥哥放学回来我都要
翻他书包，看看有没有给我带吃的；我和哥哥吃梨，把梨皮吐出来互
相打对方，两个人玩得很开心。”

我最后问妈妈:“冬天有好玩的事吗?”妈妈说:“有一年下大雪啦，
我和哥哥还有其他的一些小伙伴在一起堆了一个又胖又大的雪人。
那雪人花了大半天的时间才堆好的。我在滚雪人的头，哥哥和其他
小伙伴在堆雪人的身子。哥哥把我滚的雪球放到了雪人的身上，然
后找了一根胡萝卜和一些石子。哥哥把胡萝卜插到雪人的脸上，再
拿了十六颗石子分别把它们摆成嘴巴和眼睛，我把剩下的石子摆成
了纽扣。”我与妈妈一整晚的交流仿佛也让我随着妈妈回到了那个没
有手机、没有电视、没有电脑的无忧时代。

我觉得妈妈的童年真的好有趣啊！
（指导老师：陈正阳）

在美好的童年时代总要有几种玩
具，或买或做，或精巧或简约。在我们
的生活中，只要出现了新鲜玩意儿，大
家看着有趣，很快就会风靡全班以至
全校。当然竹蜻蜓也不例外。

竹蜻蜓的制作过程很简单。首先
准备好制作的材料：一根细细的木棍，

一片木片，浇水和小型电钻。然后用
电钻在木片正中央钻一个小洞，再将
胶水涂在木棍上方，插到装好的洞里
等待胶水凝固，粘牢。最后可以在上
面画一些自己喜欢的画，这样，简单而
美丽的竹蜻蜓就做好了。

竹蜻蜓的玩法也是很简单的。将

竹蜻蜓放在手心上，两手合拢，搓动几
下，然后松开手，它就飞起来了。等它
不转了，快要落下来的时候，你可要接
好了，不然可就前功尽弃了，那多可惜
呀。

竹蜻蜓给我们带来了许多乐趣。
只要一下课，同学们就拿着竹蜻蜓飞

奔到操场上放了起来，它们飞得可高
了，几十个竹蜻蜓一齐飞向天空，就像
是五彩缤纷的小伞兵从天而降，可真
壮观啊！

我们的童年生活就像这小小的竹
蜻蜓，简单而快乐！

（指导老师：张喆）

我家门前有一棵橘子树，我曾吃过它生长的橘子，那味道又酸
又甜，让我终生难忘。

它的叶子四季常青，而别的树的叶子春天是绿色，到了秋天
变成黄色或红色。它摸起来比较光滑。橘子树叶的形状两头尖
尖，中间比圆形瘦一点，就像一条被压扁的小船，又像一个椭圆形
但两头是尖的。而且你如果把它的一片叶揉碎，放在鼻子下闻一
闻，你总会闻到一股浓烈的清香味……它的树干有点细，在很矮
的地方就开始分叉了。它的树枝直径大约有一厘米，小的大约就
一毫米多一点，如果再小的话，大约一毫米都不到呢！

橘子树夏天的叶子比秋天的叶子更茂盛。夏天橘子树上的橘
子只有豌豆那么大，而秋天的橘子至少有乒乓球那么大呢!

每天放学走到门口，我都一眼看到它，因为它周围的灌木丛
不多，我甚至能在橘子树的周围自由自在地走动。我还记得每
年秋天我都想要够到上面的橘子，可惜我太矮了，只能让我明年
变的更高，可是我长树也长，不知明年是我长的高还是树长的
高？

当橘子成熟的时候，那味道又酸又甜，令人回味无穷。当它没
成熟的时候，那味道是无法形容的酸，那感觉俩字“酸爽”……

我真希望快一点到明年的秋天，再尝一下那又酸又甜、令人
难忘的橘子。

（指导老师：许丁楠）

今天，我们小记者早早的来
到学校操场，开启了一天愉快的

“中国机长•致敬蓝天”航模研学
活动。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
揽日月。“飞天”一直以来是中国
人的梦想。听老师说，相传在明

朝洪武年间有一个官职“万户”的
官吏，名叫陶成道在一次炼丹中
发生爆炸事件引发他对炸药和火
器的研究兴趣，晚年时的陶成道
一直想利用火箭将人送上太空，
一天陶成道坐在捆绑着四十七根
火箭的飞车上手持两个大风筝让

仆人点火，仆人说如若飞天不成
必将粉身碎骨，陶成道仰天大笑
说道，飞天乃是我中华千年之夙
愿，今天我纵然粉身碎骨，血溅天
疆，也要为后世闯出一条探天的
道路，最终他在火箭推动下升上
天空，正当地面的人群发出欢呼
声时，横空一声爆炸，飞车变成一
团火球，陶成道葬身在火海当中，
永久长眠在鲜花盛开的万家山，
虽然陶成道的飞天尝试失败了，
但却给人类的航空事业留下了宝
贵的经验。

通过老师的讲解和航天游
戏，我更加深刻的了解到，国家在
一穷二白的时期大力发展航天事
业的艰辛。如今，我们在逐步地
将那些祖先留下的神话传说变为
现实，老一辈航天人在物质条件
极端不足的情况下，依靠信念完
成了航天梦。

今天的活动我收获颇丰，对
一个个默默坚守投身航天事业的
前辈肃然起敬，我以我作为一个
中国人为荣。致敬蓝天！

（指导老师：许晓旭）

采风研学一日游
□ 岔北小学301班 原徐焱

有
趣
的
小
记
者
活
动

□
岔
北
小
学
五
年
级

唐
宇
泽

妈妈的童年
□ 岔北小学201班 戴元怡

我家的橘子树
□ 岔北小学401班 丛思齐

老师，我感谢你！
□ 岔北小学201班周雨萱

中国机长•致敬蓝天
□ 岔北小学501班 缪昀陆

变 身 地 球
□ 岔北小学601班 徐张成

竹 蜻 蜓
□ 岔北小学601班 石刘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