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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DONG RIBAO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社会就是一
所大学校，在活动中我们尽情挥洒快
乐。这是我第六次参加如东日报小记
者活动，但以前的那份激情与新鲜感
却是有增无减。因为为了拓展我们的
视野，增强我们的实践能力，因此每次
去的地方都不同。我们既感受到了大
自然的无限魅力，了解了历史文化，也
学习到了知识，在这两天里春秋淹城
和天目湖山水园都令我难忘。

在去的前一天，我把我的小背包
喂得胖胖的，而钱包却瘦成了一根"豆
芽菜"。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了这

个日子。平时睡得比狗晚，起的比鸡
早的外婆起的比平常更早了，我吃早
饭时看见她饱经风霜的脸上露出的微
笑，心中忽然涌起一阵酸痛，发誓以后
一定要好好孝敬外婆。上了大巴车和
家人们告别后，心中却有一种自由放
松的感觉，就像一直绷紧的弓，突然因
为看管人的不在而松懈下来的那种感
觉。我在车上往四下里张望，只见有
的同学养精蓄锐，为下车后的活动做
准备，有的同学敞开心扉的聊天，还有
的同学成了“低头族”，和同学们组队
玩游戏。经过大桥时我们看到了一望

无际与天相连接的长江，都纷纷拿出
手机来拍照，而没有带手机的则后悔
不已。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颠簸，终于
到达了目的地。

在第一个景点天目湖山水园中，
我们不仅看到了许多古代建筑，还看
到了许多海底生物，但最让我兴奋的
是我坐了一回游船。移到船上，我就
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似的，对什么都
好奇。噔噔蹬，我迈着轻快的步子跑
到了二层。因为仗着身子灵活抢到了
一个靠窗的位置。一向好奇心重的我
发现同学们都去了甲板上，我也控制
不住自己的脚，随着同人流涌进了甲
板，啊，甲板上的空气真是清新啊！一
眼望去，水天相连。碧水在绿树的映
衬下显得格外清澈。再往近处看，明
媚的阳光照在清澈的湖水上。碧波荡
漾，像无数个小星星在湖里眨着眼睛
洗澡呢。如诗情画意般。我正沉浸在
这美好的境界中，却被桃子老师哄进
了船舱内。糟糕，真糟糕。那个最佳
位置竟然被别人给抢去了。唉，都怪
自己不珍惜，只好坐在了离窗子比较
近的地方。坐在这儿既看不见湖水又
不能大声说话，真是无聊，正当我没事
儿做的时候，看见了姜奥雪和前面的
几个阿姨聊的热火朝天。她是一个自
来熟的小女孩，陌生人和熟人她都会
很亲热地对待。爱凑热闹的我也急忙
把头伸了过去。经过一番谈话之后，

我们才知道他们是台湾人来这里旅游
观光的。我也从我们的谈话之中学到
了一些知识，比如我们这里的初中，他
们就叫国中，我们这里的一元钱等于
他们那里的2.5元钱的，也知道了他们
那里的私立学校也不少，当然上学的
人也是不计其数。私立学校的学费是
我们这里的十几倍呢。但是他们还是
会把孩子送去那里上，可见他们个个
都是土豪啊，有关那里的风俗，我们都
不怎么熟悉。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习，
将来也去那里旅游，度假。在离船的
时候他们还送了十元的台币给我们留
作纪念，从他们手里接过钱时，心里真
是高兴至极。果然傻人有傻福。丢了
一个好位置却换来了那么大的收获。
当然姜奥雪也是功不可没的！是我们
的大功臣！

春秋淹城里让我记忆犹新的是门
口的孔子人偶。我们跟他打招呼，他
也和我们挥挥他那小短手，惹得我们
哈哈大笑。他看我们都兴致勃勃，竟
然给我们跳了一支舞，"不错，不错，你
真是一个富有童心的大人。″在这里
我们还学习了大礼仪和拓印编钟，感
受了传统艺术文化的独特魅力。

不知不觉太阳已经西下，到了返
校的时间了，我们坐上了返程的汽车，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但却让我回
味无穷，也让我受益匪浅。

（指导老师：张海燕）

今天，我们终于开始了期盼已久的小记
者常州二日游。早早的小记者们就来到了
学校等待出行的大巴车。在大家翘首企盼
中大巴车开进了校园，大家在老师的安排下
有序上车。

在大巴车上有的人闭目养神，有的人隔
着窗户欣赏沿途的景色。不知不觉我们就
来到第一个景点——天目湖山水园。在导
游的带领下，队伍扎进了竹海，绿竹百尺，清
新怡人。进入慈母文化园，这里有孟郊母亲
的雕像，在油灯下，孟郊母亲帮孟郊缝衣裳，
每个针眼都凝聚着深深的母爱。看着，看着
我们便体会到“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
精髓所在。登上状元阁，湖上美景一览无
遗，尽收眼底。

来到海底世界，我们看到各种奇形怪状
的鱼类：有的鱼条纹中布满斑点好似许多双
眼睛一样；有的鱼色彩斑斓，如同空中飞舞
的蝴蝶一般在水中游来游去。接下来的轮
船之旅中，我的望远镜大放异彩，远处树林
中“大圣”清晰可见。

第二天，我们来到春秋淹城，首先映入
眼帘的是充满历史风味、古朴典雅的青铜大
门。在这里我们参观了诸子百家园，那里有
许多石人像，有博学多才的孔子，儒雅脱俗
的孟子，妙手回春的华佗 ......我们在尽情观
赏的同时不仅增长了对历史伟人的认识，还
陶冶了我们的情操。随后小记者们换上了
汉服，学习古代礼仪，同时还听了一场青铜
编钟乐，大家都陶醉其中。

时间过得真快，两天的行程结束了，我
恋恋不舍的坐上返程的大巴。这次活动大
家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这次游玩让我
难以忘记！

（指导老师：胡晶晶）

快乐的研学游
童店小学 401班 姚剑杰

我期待已久的小记者活动终于来了，这次我们一共有两
个目的地，分别是常州的天目湖景区和淹城春秋乐园。

早晨六点我们便在学校集合上了去常州的大巴车，我们
养精蓄锐，经过五个多小时的车程，终于到了第一个目的地
天目湖景区。我们紧跟着老师的脚步走进了南山竹海，一进
去便闻到竹子的清香，令人感到心旷神怡，旅途的疲劳顿时
全部消失。随后我们参观了海底世界，这里有各种各样生活
在海洋的鱼类和动物，据工作人员介绍，一共展览了两百多
种鱼类。紧接着我们登上了游船欣赏湖面的风景，并向下一
个景点出发。在这个景点我们看见了被上海大世界吉尼斯
纪录认证的天下第一壶。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第一天
已经结束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来到淹城春秋乐园。一进门就感觉
到穿越到古代，园内有仿古王宫、诸子百家雕塑，在那里我们
穿上汉服学习礼仪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气息。随后我们观看
了一场精彩的表演，与演员拍照留念。

在这研学游中我们欣赏到了不同的景色，学到了丰富的
知识，真是让人难忘。

（指导老师：胡晶晶）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我坐上
了大巴车，开启了常州之行。大概坐
了三个小时的车，我们到了常州的天
目湖公园。

那是个非常美丽的公园。一进大
门，我就看到了许多站，白亮亮的灯亮
着，洁白的小精灵，向我们问好。我们
愉快地走了一段路，来到了状元府。
在那儿我们看到了一些状元的的琴棋
书画。我们还知道了，古代考试有 4
种，第 1 种是院士，第 2 种是乡士，第 3
种是会士，第 4 种是殿士。我还知道，
为了保准考学学生们的安全，皇上允
许在他们考科的楼台上，装上避邪兽，
作为避邪。

第 2 天，我们去了春秋王国，在那
里，我知道了春秋时节，五国寿将和成
为帝国，那是华夏春秋。在那里，我知
道了，古人的乐器有琵琶，钟等，在那
里我们还穿上了汉服，一起学古人，如
何拜见自己的师长。最后一点时间，
我们个个兴奋不已，因为我们将会在
游乐场玩一段时间。还在四拱门那里
购一些物。

最后我们高高兴兴的坐上了车，一
起回家，有几个同学恋恋不舍的看在那
里，我猜他们都想玩会儿那些游乐设
施。我喜欢这次的旅游。

（指导老师：陈丰）

啦啦啦啦，小记者活动又开
始啦！这一次，我们要出发去常
州。在这一天当中，最有趣的就
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怎么回事
呢？要认真听啊。

我们劳累了一整天，总算来
到了豪华气派的宾馆。我们童
店小学的五年级学生跟着张海
燕老师到 7 楼去睡觉。我和一
个六年级的一个女孩住在一
块。张老师和管张瑞就睡在我
宿舍的旁边。一进去，眼前就看
见了一个又宽敞又明亮的房
间。有一个又大又方的电视机，
有两张又软又舒服的床，还有一
个大大的卫生间。劳累一天的

我想看电视放放松，可是却不知
道怎么开，只好请吴星辰来帮我
开，只见吴星辰穿着拖鞋飞快的
跑到我们宿舍，陆思嘉也跟着
来了，但是他居然没穿鞋子，光
着脚丫子跑来了，可能是因为
他太着急了，所以才忘记了。
调完电视后，我们第 1部电影看
的是《哪吒之魔童降世》，我们
一边吃着棒棒糖，一边津津有
味的看着。忽然听见一声敲门
声，打开一看，原来是张老师。
张老师进来说道：“怎么还没洗
澡啊？都已经 8:00多了，明天还
要起来，还要到别处玩呢。”于
是，我们恋恋不舍的离开电视，

去洗澡。洗完澡之后，我们吃了
一点儿夜宵才睡觉。第 2 天我
们早早的起来，到各个同学的房
间去串门。但是，只有唐紫豪他
们那间宿舍没有人回应，看来他
们肯定是熬夜打游戏，现在睡得
正香呢。接着，我们跟着张老师
一起到 8楼去吃早饭，那香味真
是香气扑鼻，让我们直流口水。
早上我吃了一个圆滚滚的鸡蛋，
一杯甜甜的豆浆，还有两个香喷
喷的小馒头。最后，我们又回到
了宿舍，整理东西，接着又踏了
新的旅程。

啊，多么有趣的一个晚上啊！
（指导老师：陈丰）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
来了这一天。今天学校组织
全体小记者到天目湖一日
游。一路上，我们说说笑笑，
开心极了，不知不觉的就进入
了天目湖。

天目湖可是素有“江南
明珠”、“绿色仙境”的美誉。
那里的水清澈见底，不时有
鱼儿跃出水面。一阵风吹
过，湖面碧波荡漾，真是令人
心旷神怡呀！

紧跟着老师的步伐，我们

来到了“竹海”。一进大门，竹
子最抢风头。碧绿的竹子高
而挺拔，直刺蓝天，竹叶密密
层层，像一个个撒娇的孩子，
紧靠竹子妈妈。近看竹子，像
一位位高大挺拔的士兵；远看
竹子，犹如绿色的海洋……
听，“哗啦啦”、“哗啦啦”，那是
山间小溪在欢奏乐曲呢；闻，
这空气是如此清新，可真是天
然氧吧啊！

竹子不仅在日常生活中
广泛使用，而且在艺术家们

的精心雕刻下，又会变成精
美的工艺品。看，这是一个
雕刻精致的老渔翁，它的蓑
衣和斗笠巧妙地利用了根
须，手里的鱼竿是用一节竹
枝做的，老渔翁的面部被艺
术家精心雕刻得栩栩如生。
看着它，我的脑海中浮现出
了一个画面：在白雪皑皑的
世界中，一位老渔翁正坐在
小船上，身披蓑衣，头戴斗
笠，全神贯注地钓着鱼。我
不禁低声吟诵起来：“千山鸟
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
笠翁，独钓寒江雪。”

下一站，我们来到了水
底世界，这里的水底动物形
态各异，颜色五彩缤纷。令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神仙鱼，
我觉得神仙鱼应该是因为它
的脖子那里有长长的胡须，
很像神仙，而得名叫神仙鱼
的吧！

美好的时光总是走得很
快，在欢声笑语中，我们就要
和它——天目湖说再见了，美
丽的天目湖，我们再会！

（指导老师：刘爱琴）

今天是小记者两日游的
日子，于是我早早的起了床，
洗漱完之后就拿着行李去学
校，不到一会儿大巴车就来
了，每个人的眼睛里都充满
了兴奋，我们坐上了大巴车
过了 4小时，我们才来到天目
湖，一进门，我就感到了一股
自然的味道，我想这 5A级景
区还真不一样啊！之后我们
坐上了大游轮去了龙兴岛观

赏了天然的小型瀑布，还去
了仙气环绕的蝴蝶谷，看了
在玻璃缸中翩翩起舞，龙兴
岛玩完了，接下来就是去我
最期待的茶岛了，到了茶岛
我们先去茶趣园玩了许多有
趣的游乐设施，比如高山秋
千，沙子上的木桩……等等，
最后我们走了钢丝桥之后回
了宿舍。

第二天我们来到了春秋

淹城游乐园，看了宫廷演出，
穿上了古色古香的音符，拍了
美美的照片还学习了礼仪，然
后老师让我们自由玩，我和小
伙伴们一起去玩了让人心惊
胆战的过山车，心理阴影面积
增大了一飞冲上天。我们还
去了古街放天性的买东西，买
完了东西我们心满意足地坐
上了大巴车回家了！

（指导老师：汪新韵）

这次玩得非常开心
童店小学 402班 李姝刘

啊！真开心啊！今天我们要出去游玩了，因为我
们参加了学校一年一度的小记者，这次我们 6 点准时
出发啦！

我们第一天的终点站是天目湖水上公园，坐了 5个小
时的车，终于到站了。我们先去了蝴蝶馆，那里有五颜六
色的蝴蝶。我先看到了枯叶蝶，还以为是真的枯叶呢！
枫皇蝶长得很奇特，它的尾巴像燕子的尾巴。吃完了午
饭我们去了游乐园，我和我们班的男同学玩了一场扔球
大作战，之后我们穿了汉服，学习了古人是怎样敬礼的。

第二天我们去了常州淹城，让我最难忘的是上台表演
的时候，我敲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乐器，它们发出了动听的声
音。这些乐器都是古代常用的乐器，和现代的乐器有所不
同。之后我们还去看了精彩的戏剧……

这两天我玩得非常开心，见识到了许多以前没有接触
过的东西，懂得了许多。

（指导老师：汪新韵）

快乐的一天
童店小学 402班 陈静

今天，我们一学期一次的小记者活动开始了。
我们早上六点到校，准备出发，大概用了三个多小时，在

我差点晕车晕到受不了的时候，到达了目的地。在那里，我
们先拍了一张集体照，然后跟着导游开始游玩。刚进公园，
我们就看见了一条美人鱼，她趴在岩石上，一脸悠闲的样
子。接着我们去看了小新瀑布，还参观了蝴蝶馆。蝴蝶馆里
有各种各样的蝴蝶，让人目不暇接。

吃完午饭，我们去了海洋公园。我们看到了不同种类的
海洋动物，它们或是自由自在地在水中游玩，或是懒懒地躺
在地上，又或是凑在一起秘密地耳语，非常有趣！傍晚，我们
还去乘坐了游艇，游览了湖上的美丽风光。

晚上回到旅馆，我们都累得不行了，只想往床上躺。但
我们还是很开心，看到了这么多美丽的风景，很快乐！

（指导老师：汪新韵）

阳光洒满清澈的天目湖
童店小学 602班 曹郁妍

疲惫后的惬意
童店小学 501班 杨子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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