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寒假 演绎“寻秦记”还是“闯关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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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持续四年推出冬夏令营，受学生家长认可，实现“最好的课堂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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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寒假，小记者
在东北雪乡欢乐
（资料图）
小记者将探访兵马俑。
小记者将探访兵马俑
。 冬令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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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秦记

到西安访古探今
当个小小考古学家

众所周知，西安是中国五千年文化的发源
地，与雅典、罗马、开罗并称世界四大古都。在
五天四夜的行程中，本报小记者团的老师们将
带着孩子们追寻历史，看世界第八大奇迹“秦
始皇兵马俑”，现场体验模拟考古，学习像古人
一样用植物汁染出绚烂的色彩，参访 211 院校
西安交通大学……
本报持续四年推出冬夏令营，颇受学生家
长的认可。与市面上亲子旅游团不同的是，除
了专业导游作为领队老师带团外，还有随团记
者全程参与指导，带领孩子们学会观察行程中
的亮点，并及时进行记录和描写，真正实现“最
好的课堂在路上”。
出行日期：2018 年 1 月 27 日
出行时间：五天四夜
参考价格：6660 元/人
咨询电话：18750217901
18206052337

小记见闻

参观桥梁博物馆

投稿邮箱
rbxyxjz@163.com

秋高气爽，天高云淡，我们如愿地去
秋游。同学们上了车，一路欢声笑语地向
位于牛头山的桥梁博物馆直奔而去。我是
个彻头彻尾的模型迷，还没到目的地，我的
心 就 已 飞 进 了 博 物 馆, 期 盼 着 看 桥 梁 模
型, 进一步了解关于桥梁构造的学问。
眼前的博物馆建于海沧大桥锚碇内,
是中国第一个以桥梁为主题的博物馆。进
了大门，迎面而来的是一幅幅桥梁建设者
挥汗建桥的图片，实在扣人心弦。博物馆
里除了有关于海沧大桥的展示，还有中国
桥梁百年史的介绍。讲解员首先跟我们介
绍了海沧大桥建设及设计原理，眼前的大
桥模型凌空飞架，非常飘逸，大桥形体线条
流畅、轻柔，就像一座艺术精品。原来，海
沧大桥工程总长近六千米，结构非常罕见，
是世界第二、亚洲第一的三跨连续全漂浮
钢箱梁结构的特大型悬索桥，能抗八级地
震和十四级台风，是中国桥梁建筑史上的
里程碑。
在博物馆二层的中国百年桥梁史展
示中, 我们观看了一些桥模图片，有铁索
桥、石板桥、石拱桥、斜拉桥等，系统地展
现了我国古代到现代的各种桥梁的特色。
我真为祖国壮观的桥梁建造感到自豪。除
了中国著名桥梁外, 我还发现里面也有不
少海外著名桥模和图片, 比如香港的青马
大桥和美国旧金山金门大桥等, 真让我大
开眼界，了解到许多桥梁技术和桥梁文化，
也增长了不少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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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过钻木取火
吗？知道考古学家如
何工作吗？见过被茫
茫大雪覆盖的山吗？
这个寒假，跟着本报
小记者团一起出发
吧，孩子们将在老师
的带领下，遇见五千
年前的中国，在游玩
中探索自然、阅读社
会和历史。
文/本报记者 潘倩
图/本报记者 王坚
（除署名外）
官方微信
厦门日报小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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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好家风 传承好
家训”厦门市中小学生征文

我市中小学生
踊跃分享
“美好家风”

征文活动火热进行中，欢迎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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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秀

我见到
“黑鹤”啦

行程 2

在冰天雪地间
像东北人一样生活

皑皑大雪是南方人对冬天的幻想，堆雪人、打雪仗、
滑雪、冬捕、上大炕……这些南方孩子从未体验过的生
活娱乐方式，可以一次都体验到。
每年寒假，赏雪、玩雪都是最热门的话题，今年本报
策划了《长白山雪国风光》六天五夜冬令营，看长白山天
池的温泉水倾泻而下，观落差 68 米的长白瀑布，玩东北
传统游戏……将带你拥抱那片冰雪世界。
为了让出行实现学习的目的，在设计行程时，小记
者团的工作人员都做了详细的主题设定，
“ 行程中，我们
会带着孩子做手帐、包饺子、品尝纯正东北菜肴，以体验
式教学为目标，同时，让孩子第一时间把自己行程中的
感受，以画或写的方式记录下来，日后形成稿件，我们将
挑选一部分优秀作品刊登在报纸上。”本报小记者团雪
儿老师说道。
出行日期：2018 年 1 月 29 日
出行时间：六天五夜
参考价格：7980 元/人
咨询电话：18750217901 18206052337
详细行程，添加微信公众号“厦门日
报小记者”
咨询。

■槟榔小学五年 4 班/袁泽昊

■大同小学四年 3 班/汤其睿
指导老师/钟毓秀

作家黑鹤在槟榔小学签售。
作家黑鹤在槟榔小学签售
。
“啊！作家黑鹤要来我们学校！我还可以和
他一起朗读他的作品！”11 月 29 日，内蒙古作家黑
鹤老师走进槟榔小学，带来讲座和签售会。这位动
物小说家，早已经通过他的作品走进了我的生活！
最近，
“ 黑鹤”这个名字更成为同学们课间的高频
词。

秀美白鹭洲

闯关东

当电梯的门缓缓打开，一只咖啡色蒙古靴出
现在电梯口，靴头是一块哑光的牛皮，靴身裹着一
块巨大的光亮牛皮，在近脚的地方，许多同色的布
重叠包裹脚踝及至小腿——好一双蒙古大靴！我
不由得惊叹。紧接着是一双强健有力大手，一身白
色蓝边的蒙古袍！他的头发很长，扎在一起，披到
肩上，末梢还带着卷，特别与众不同。呀！他可真
高呀，头都快顶到电梯门框上了，原来他就是黑鹤
老师，我被他强大的气场震住了，一时间，竟不知道
说什么好！
开始录制朗读视频了，他的声音苍劲有力，把
我带到了草原，带到了故事中……我仿佛看到蒙古
牧民策马飞奔，引领着猎犬扑咬猎物的场景；我仿
佛看到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辽
阔草原；我看见了蒙古包、看见了草原的狩猎文化
……从他的身上，我都看见了！
冬日的阳光暖暖的，照着我们，照在书上。我
真希望时间在此刻停住，我们就这样一页页地读下
去。

■松柏二小四年 3 班/康铖

在“海上花园”厦门，有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
——白鹭洲。
走进大门，眼前就是“白鸽广场”。广场里有
许多洁白的鸽子，这些鸽子都不怕生人，只要你撒
一些玉米粒在脚下，它们就会立刻跑来啄食。而宽
阔的广场更是孩子们的乐园，蹒跚学步的孩子挣脱
大人的怀抱快乐地追赶着鸽子。傍晚，夕阳西下，
白鸽飞向天空，浑身呈淡红色，与天空形成了一张
梦幻般的画卷。
穿过“白鸽广场”，来到白鹭女神像旁。从远

处望去，白鹭女神像屹立在湖中心，栩栩如生。偶
尔还会有几只白鸽停歇在雕像上，给寂静的雕像增
添了几分生机。公园西侧是音乐喷泉广场。夜幕
降临，音乐喷泉旁被围得水泄不通。人们翘首以
盼，期待着音乐喷泉的开始。随着音乐的节奏，喷
泉就像一个调皮的小孩，一会儿激动不已，将水喷
射到人群中；一会儿又安静下来，低低的翻涌着。
五彩缤纷的灯光，悦耳动听的音乐，让游人陶醉其
中，流连忘返。

文/本报记者 蔡绵绵
日前，由厦门市妇女联合会、中共厦门市委文
明办、厦门市教育局和厦门日报社联合主办的“培
育好家风 传承好家训”厦门市中小学生征文活动
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征集触动人心、互
敬互爱的家庭故事。该活动受到全市中小学生的
积极响应，目前正在火热征稿中。从本周起，周五
小记者专页上将选登部分征文，
供读者欣赏。如果
广大读者朋友在欣赏完美文后，
对于
“家风家训”
有
什么想说的，
也赶快拿起手中的笔，
写下您的
“家风
故事”
，
还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噢！
本次征稿活动截止日期为 12 月 25 日，诗歌、
散文、童谣、绘图故事、文章等形式均可参与投稿，
投 稿 专 用 邮 箱 为 ：rbxyxjz@163.com，来 稿 请 在
主题栏注明“好家风好家训征集”字样。
本次活动分小学组和中学组，分别设置一、
二、三等奖及优秀奖：
一等奖 2 名，奖金 800 元及获奖证书；
二等奖 6 名，奖金 500 元及获奖证书；
三等奖 12 名，奖金 300 元及获奖证书；
优秀奖 20 名，一份宣传品及获奖证书。

征文选登（节选）>>

乐善好施，让世界更美好

大同小学六年 6 班/吴胜有 指导老师/王冬茹
世上的东西就像流水，是具有流动性的，而不
是在你手中变成冰块僵持不动。人要懂得乐善好
施，
把东西用在有需要或者有用的地方，
而不是一味
想着自己的利益。我妈妈就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
我有一部特别好看的自行车，那是二年级时
妈妈花了重金给我买的，但是随着我外出的时间
逐渐减少，自行车就一直静静地停在那个角落里，
甚至布满了灰尘。在我上五年级的一天,我回到
家，看到自行车不见了，难道它长脚跑走了？
“你的自行车啊，嗯……我把它送给邻居小
军的女儿了。因为她正好需要买自行车，而且你
也长大了，骑不了了，送给她，让它更有用处。”妈
妈笑着说。我的心中十分的不爽，也有许多不服
气，直抱怨妈妈。妈妈不说话，静静地看着我，然
后微笑：
“ 以后我会事先征求你的同意再做决定，
这次对不起了”，她的眼睛如同深深的潭水，透着
光，透着亮。我默默地不说话。
“嘻嘻嘻……哈哈哈，来追我呀”，一阵嬉笑声
从窗外飘了进来。我很好奇，往窗外一瞧，原来是
对面邻居小军的女儿正骑着我的自行车在小区欢
快地玩耍呢，
一群小朋友玩耍好开心！看到此情此
景，我的心中如重锤敲击了一般，原来被自己冷落
那么久的自行车竟能给别人带来那样多的乐趣
啊！我似乎瞬间明白了妈妈的用意！把我们不用
的东西，
送给需要的人，
可以让别人开心，
我们自己
也很开心，
这就是乐善好施吗？那真是太棒了！

家风·阅读

滨东小学五年 1 班/张歆宜 指导教师/林雅斌
当代著名作家梁晓声曾说过:“ 最好的家风，
一定是有阅读传统的家风。一个家庭里面，如果
人人都喜欢看书，喜欢思考，那么，善良、诚信、孝
顺……这些良好品质也会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他们
的下一代身上。”书，在我们家里占了一个重要的
位置。不管是爸爸妈妈，还是我，我们都喜欢书，
我们都喜欢阅读。
妈妈是一位老师。在我很小的时候，她就给
我买了很多的书，有拼图书、画画书、识字书、立体
书……每天睡前，她都会给我讲故事。
爸爸是一个书迷。从我懂事起，他就常常告
诉我：
要多读书，
读有用的书，
要静下心来读。在家
里，只要一有空，他就会捧着一本书津津有味地坐
在沙发上看。看着看着，
有时他会突然边拍手边哈
哈大笑；
有时会皱起眉头，
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有时
又会用赞许的目光盯着书并拿着笔在书上圈圈画
画。爸爸还经常和我“聊”书。每次他一看到有趣
的故事，就会把它们讲给我听。四年级暑假，对于
历史故事并不是特别感兴趣的我在阅读《三国演
义》这部名著时，他就陪我一起看。每天他都会抽
空和我一起聊一会儿书中的内容和人物，
有时还告
诉我一些这部书里面没有涉及的人物、历史故事。
在和爸爸的
“聊”
书中，
我喜欢上了这部名著。
在爸爸妈妈的影响下，我渐渐也成了一个不
折不扣的小书迷。我为我们家有热爱读书的好家
风感到自豪，我相信有书的陪伴我的成长之路会
更加完美、更加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