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RSTUVWXY
TUVZ[\
]QTUVW^._
`abTUVcdWXY !"#$
TUVR`ef
ghijk !"%&
l]mn`abob '&

!
"
!"#$%&'()*

!"!"!#"!"# $%&

!"#

!
+#,&'(*

!! "#$%"&

&'()*
TUpqrnFstmn
uev&wx /yz
{|}~+

TUmn !v' x ,
{|}~+

&'()
TUmn
ev' x /^
{|}~+

'()*+,-. /01 234

{
|
}
~

!

!
"
#
$
%

!
*
+

 ,
m n
 .
e
/
 0
x
 1
I
 %

'

!!""#$%&'())
34.
#*+,-./01233
5,6789,:;5,<=9>
6?@A
BCDE+F#GH,+I
#JKLMNOPQRSTUU
VV#WX,YZ[\]SS^
^T6_`ab,cdce#f
gh6i`j,k`lm#no
Wh p6qrst#uvwx
AAdB$>, yz.{|,}
~QT
.d ~+F,d Q
.T ,
W9T E] ]
]&66T ,¡;
.¢,£6¤¥=¦§¨©ªª
««,¬W®¯.7°ST
B±²,E+F³´
µnW¶uvwx#·¸,¹º
»¼½¾T¿¿À`~Á
ÂÃ¯S#ÄÅ,WÆÇJ
ÈTÉÊËÌÍÎ,Ï® L
ÐÑÒÓÔÕÖ#wW×,ØQ
ËÌÍÎ, ¦ÙÊtÚÛÜ#
ÝÞßàáT¢â.ãäÁ#Õå
æçè`éÝê, fë@@ì®â
íîâ ïkðÁ#ñòó
ô, Áõö÷øùúûû
ûüý

ôâþÿ!ó"=®#,$%
.Á¦&'()âpL*.
+AAêê,,-dô,.*â.
*â.*.+/0Q1Ôá2fg
Ï®3¼éÝ-#Ö¦4*.+,
Lïä©5#Tá 2äÁ#67
89éÝóâóâóâ4*.+,:
1ÔL;0<=Tá2fg
>?¼TäÁ#Á&,@p&,A
B$CDWEéÝíî,$C®F
G,HÁIÇÈ,SSS,ðJï
Kó:LMTáfgN 2¼,O
.PkäÁW ÝfQRlá,6
.ST.SGeRS, ®.U
¸,VWXY©-µ<=QT
$!!""GZ`,- [
E#\]Tä©5ó#,L^_
b`Q,µaë ãfH©b#
cë, $CyRdfe|,Q
©fg=hi, .ZL{P#Õ
jå#økòl#f|mZn
QToçèRS,%pqq#éÝä
_brâ6stuv_]øw
_AA®óH®ÊxTá ãc
ëyzL.{B§Ö, ä#_
b®|},~óHT£o.ç
è,WLzS,.U¸Lä
Q,nQ~L}®ùQT
 Õå#çè%,¶`$
%,`$7,Ø~+FQ
)Tï~+F¦,ÐW
l®©Ô, $>#~+
F)â/ Q¼T

!'()%*'+,&

,



1!23245678
TUpqrnFstmn
e( x , ¡
ðéÝz,
ÕGH5¯Bï#
Ô áðþ¯éÝ T á
.n¡#±¢, ð£¤Q
¥ð=¦=§#¨T 
©#ªt«¬,Ú®J,
¯©{°±hÚ²³,´t
ùµ¶Ã·h¸¹#ºC,»
¼½, ¾z¼, ¿t.%
Z,L©^ÀT ÁÁÂÃï,
ðÄÅ¯ÊÆ¯#Ç÷T
ÈÄ«¬, ¿tpU
ÉÉÊ¥ð×Ë½h ¿ð×Ì
#Í7,¥ð×Î²Ï,ÐÑ
ð× 0m'AA~Ò
© ,Ýð S ¿ ï × .  Ì Í
7ûû
û>ÓÔ÷,ÕÐÖÔ á

¿tf%×ØT ÝÙâ áfuÚ
ÛÜÝT ¿tÞßà,¨f
á÷âãÓQ.éÝ.Å:à
Ùâ áä×pååæQRS,
6#çèé,6#^zÀ,~6
#{÷^Zê,Ï¦ëìQT ¿
tíîïéÝ{èé^zð,÷
^ñ,-òó^ôñ.Ö,
Rbõö.÷AAá
ÝðUQâ áÚÛ%.ø
[.øT >÷Ô÷ù#ú6
ûQT Rü,ðT6ýþÍÿ,
÷®Ûn, èQóT à
S,B¿t#!"Z,ð#$t
Úº%:à,.&÷,kùó<
=hhkk''#RbB
(S(n,ð))f*RS,+
odn,ïéÝðS,ï1â áÄ
-, opU./#ÌÍ
7,ð012QT

!"#$%
mn !( x /r
{|}~+/
阳光明媚!天气晴朗!荷花在夏
风的吹拂下!带给人们一阵芳香" 乘
着风!愉快的暑假悄然来临"
今天妈妈带我参加 #海豚船长$
海上研学活动% 一早我们在&鹭江之
星$邮轮上集合!工作人员给我们统
一发了船长服% 我终于穿上了期盼许
久的船长服!满心欢喜% 今天的航海
小课堂开始了!工作人员先介绍了一
艘船上的团队!如'船长(大副(二副(
水手等) 又介绍了船舶类型! 如'客
船(货船(油船(救助打捞船等)之后
告诉我们如何辨别退潮!涨潮)最后
还介绍了不少海上小伙伴们! 如'企
鹅(海狮(海龟等% 听了这些讲解!我
知道了!原来大海不仅辽阔!还蕴含
着那么多知识% 我对大海的爱更加深
厚了*

+,-./0

接着! 我们参观了海丝博物馆!
了解了郑和宝船% 我看到福船居然是
以十二生肖来命名标记! 比如狗齿(

mn ev' x 
{|}~+

起一根细小的针!穿上线!让我

羊角(虎口(鼠桥等!真有趣啊* 让人

们绣花布% 天呐!这可是我们第

不禁感叹!我国劳动人民真是太有智

一次用针啊* 我克制不住内心的

慧了*

恐惧!想放弃!但看着老师双手

最后!工作人员教了我们海洋求

早晨!我在连城培田古村落醒来!

熟练地将针在布间穿来穿去!其

生方法!教我们系绳结(看电子海图

今天是我参加海西晨报社研学

他 小 朋友 也认 真 地跟 着学 !我

等% 我们还体验了旗语舞动!学习了

夏令营的第二天!我们要去萱和

想'如果我不做!就没有自己的

航标知识!做航标卫士!用看上去平

谷认识中草药!吃中草药料理!做

香包% 我拿起花布!捏住针!开始

平无奇的旗子来表达爱的语言%

中草药香包!体验中华中医文化%

缝% 正面缝!反面穿!糟糕!线把

上午的海上研学活动结束!我们

! 月 "" 日!一个阳光明媚的

大巴一路蜿蜒来到了一个

布缠住了* 在我们的一针一线和

每个人获得了一张证书!我心里甜滋

四周群山环抱(绿树成林的地方%

耐心坚持下!终于缝成了一个花

滋的% 在我的心里!船长是无所不知(

步入大门!千百种盆栽植物映入

布兜% 接下来!我们把研磨好的

无所不能的超人! 是船上最高指挥

眼帘% 直到解说员解释我才恍然

中草药塞进花布兜的肚子里!然

者% 在紧急情况下!他用专业的知识

大悟!这些盆栽竟然全是中草药*

后给它合上#大嘴$%

和智慧为船舶和乘客保驾护航!尽善

我最喜欢的环节是做中草

漂亮的小香包挂在每个人

尽美地完成每一项任务% 这难道不值

药香包% 每人都分到一块绸布!

的脖子上! 散发着芬芳的气味!

得我们好好学习吗+ 我为我是小船长

像一方小手帕% 下一步!老师拿

让人心情愉悦*

而自豪!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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