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我的的暑暑期期夏夏令令营营
栖霞市实验小学四年级五班 史雪玮 指导教师 姚娜

齐鲁晚报小记者团组织
了“狼牙计划”夏令营，时间为
7天6夜，家长不允许陪同。我
报了第一期，7月15日出发。

长这么大，我从来没有离
开过家，没有离开爸爸妈妈。这
次报名，我没想参加，是妈妈鼓
励了我。妈妈说男子汉应该学
会独立，温室里的花朵是长不
大的，锻炼一下自己吧。妈妈的
话让我树立了信心，我决心挑
战自己。但是走的时候我还是
偷偷地哭了，心里不是滋味，不
知道没有妈妈的日子里，我可
不可以适应这几天的生活。很
快到青岛了，我们住在胶南，下
车集合，教练对我们说：“你们
来了这里，就不要把你们的公
主病、王子病带到这里，这里是

训练你们的，不是让你们来享
福的，明白了吗?”“明白了。”我
们齐声回答。虽然这样回答，但
是心里还是发虚的，自己在家
什么也不用管。到了这里，我们
要自己收拾衣物，自己叠被，自
己整理床铺。这些在家里我什
么也不会，这可怎么办呢？下
午，教练便叫我们叠被子，收
拾内务，现在这些当时在我看
来很难的事对我来说是小菜
一碟了。我已经可以把被子叠
得像豆腐块一样了，内务收拾
得又快又好。这七天，我们每
一天都过得非常充实。一开始
我们经历了队列训练，教练告
诉我们要向军人一样站有站
样。其他几天，我们参观了海
军基地，到海边抓螃蟹，寻宝

游 戏 ，真 人 C S ，撕 名 牌 ，摸
鱼……

但让我记忆最深刻的就
是抓螃蟹了，说到这里，你们
是 不 是 觉 得 抓 螃 蟹 谁 不 会
呀，太简单了吧。但是，我们
要先徒步走 1 0里地，才能到
达海边。这对我们来说，真是
一个巨大的考验。我们走了4

里地就疲惫不堪了，真想找
个床躺下。休息了一会，我们
又出发了。我的腿像灌了铅
一样一点都走不动了。在家
里，哪里受过这样的罪。到哪
里，总是爸妈开车送我。现在
我都有想哭的感觉了。教练
看到我们狼狈不堪的样子，
在旁边大声鼓励我们，还放
一些激励我们前进的歌曲。

虽然很累，但是我们都咬牙
坚 持 着 ，忍 耐 着 ，互 相 鼓 励
着。终于到达海边了，我们兴
奋地冲向大海。掀起一个个
小石头，哇，底下有好多小螃
蟹呀！我们捉了很多的螃蟹，
虽然我还被夹了一下，但心
里还是很快乐的。因为我战
胜了自己，学会了坚强。

这七天对我来说收获是
非常多的，我们不能永远在父
母的呵护下成长。我们总有一
天要独立，要在蓝天上自由地
翱翔。小伙伴们，我们要经历
风雨才能见彩虹。宝剑锋从磨
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让我
们从父母的翅膀下勇敢地飞
出来吧！做新时代的男子汉，
做新时代的小主人！

暑假已经来到，为了丰富
我的暑假生活，我参加了“齐鲁
晚报小记者青岛狼牙计划军事
游学夏令营”。

在这期间，我们学习了怎
样站军姿、向左向右转、怎样向
左右看齐等训练项目，还有撕
名牌、九曲摸鱼等游戏项目。我
们还给家长写过一封信，这封
信表达了我们对家长的思念之
情，我们写的时候，已经泣不成
声，就在这时，我们才明白了家
长的苦心和不容易。

通过这次军事游学夏令
营，我明白了三个道理：第一，
我们要学会坚持不放弃，以前
我在家里做一件事，都做不到
底而且做得不好会烦躁，就是
这次夏令营让我改掉了这个坏
毛病。第二，我们要学会独立，
自己照顾自己，我在家里不会
干的事不想干的事，我都很反
抗，总要妈妈来帮我做，从夏令
营回来以后，我已经不再像以
前那样，我现在能自己照顾自
己，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不会做
的事情我也不会让妈妈帮着我
做，而是去感受、去体会、去学
习。第三，我们要学会坚强，没

来夏令营之前，我摔倒会哇哇
大哭，夏令营期间我摔倒了却
没有哭，心里安慰着自己没关
系，这点小伤算什么。

这次夏令营是我第一次没
有父母陪伴，离开家最长的一
段时间。通过这次夏令营，我变
了，变得坚强了，变得自信了，
变得独立了，变得有耐心了。

七天的军事夏令营很快就
要结束了，我们马上就能见到父
母了，在这七天当中，我们表现
得很勇敢，锻炼了毅力，学会了
坚持。第七天中午，衣站长给我
们做了一道菜，呛拌三丝！衣站
长希望我们做人清清白白，把酸
甜苦辣记在心中，学会感恩，勇
敢顽强，不怕困难，做一个对社
会有用的人，来回报父母。

暑假开始了，我也开
始 了 我 的 夏 令 营 体 验 之
旅，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
第一次独立地参加集体活
动，也是第一次离开爸爸
妈妈，而且一去就是七天，
在过去的七天里充满着酸
甜苦辣，经历了风风雨雨，
让我难以忘怀。

回想这七天的经历，我
感想很多。我们去的是青岛
琅琊台风景区，这里景色迷
人，依山傍海，带领我们的是
齐鲁晚报的衣站长，在这次
活动中，衣站长可忙坏了，要
照顾我们，还要给我们拍照，
通过QQ给我们的爸爸妈妈
发回我们即时现状，他还为
我们洗衣，做菜，教我们整理
内务、洗衣服，可以说是我们
的全职生活顾问，我们都亲
切的称他为“衣爸爸”。

本次夏令营活动是我最
喜欢的活动，我们的军事训
练项目有军训队列、行军五
公里、爬山、军事内务等，这
些项目对于我来说，只能用
一个字来形容——— 累，好多
次我都要坚持不下去了，但

是看看其他同学，我也不甘
势弱，咬牙坚持下来，晚上倒
床上就呼呼地睡着了。同时，
还有海滩堆长城、抓螃蟹、摸
鱼、真人CS枪战、撕名牌等
趣味性游戏，我可喜欢了，每
个游戏我都有收获，我最喜
欢的就是撕名牌，我可是撕
了两个，虽然比不过男孩子，
可是我玩得很开心。

到了第六天，教官让我
们给爸爸妈妈写一封信，当
我开始写时，想家的感觉油
然而升，眼泪夺眶而出，我再
也抑制不住想爸爸妈妈的感
觉，爸爸妈妈我想你们了，我
是真的想你们了。快一个星
期了，没有回家，没有吃妈妈
做的饭菜，没有和爸爸一起
疯闹。

夏令营结束了，由于我
的出色表现，我与7位同学获
得了狼牙勋章，我们一起度
过了快乐而辛苦的一周。在
这一个周里，我付出了很多
努力，吃了很多苦，身体也很
累，但是我收获了快乐，学会
了坚持与努力，交了很多新
朋友。

2015年7月15日，我正式成为
“齐鲁晚报小记者青岛狼牙计划
军事游学夏令营”中的一员了。

第一天，我们在夏令营组
织者“衣爸爸“的带领下，经过
一个上午漫长的旅途，终于来
到了目的地。进入了步行长廊，
鸟叫声陆陆续续地飘入了我的
耳旁，有百灵鸟婉转清脆的叫
声，还有麻雀叽叽喳喳的叫声，
还有孔雀开屏的扑棱声……到
了基地，老师先给我们拍了一
张大合影，然后开始分房间，很
荣幸我和其他三个女孩分到有
一个大炕的房间。我们艰苦又
快乐的夏令营生活就正式拉开
了序幕。

雄鹰——— 一位看起来只有30

岁的很帅的叔叔担任我们二营
的教练。吃过了丰盛的午饭，我们
便开始了艰苦的训练——— 站军
姿，只站了一小会，汗水就湿透了
我们的衣服，我们的腿直打颤，但
我们还是坚持着。看到我们这个
样子，老师终于放过了我们。

后来的几天我们又做了好
多有意义的活动，比如：“九曲
摸鱼池“摸鱼、赶海、爬山、10公
里拉练、参观海军基地、写家
书、撕名牌大PK……其中，我
最喜欢的是第六天的写家书和

撕名牌大PK，上午我们进行的
是写家书，大厅里正播放着《烛
光里的妈妈》，听着感人的旋
律，想着这几天我们在这里的
一点一滴，思念着家里的一切，
一些心软的女同学都不禁哭
了，发下了稿纸，高低不齐地抽
泣声渐渐响起，一张张稿纸上
出现了泪痕，字迹渐渐出现在
纸上，哭声也越来越大，有一位
女同学干脆不顾形象地大哭起
来，老师一会儿安慰这个，一会
儿安慰那个，忙得不可开交。当
老师把信装到信封里时，我们
擦干了眼泪，又露出了笑容。下
午，我们进行了撕名牌大PK，
第一轮我出场了，战斗开始后，
我左闪右躲，他们连我一根毫
毛也没有碰到，我轻而易举地
撕掉了一营四号的名牌。八大
金刚出场了，他们一出场便杀
气重重，教练一声令下，他们便
开始了疯狂地厮杀。最后以我
们的胜利结束了这场比赛……

七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
了，我们从最初的“公主病”“王
子病”成了一位位勇敢的小勇
士，从最初的陌生人变成了铁
哥们、好姐妹，大家互相关心、
互相帮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大家懂得了规则，懂得了感恩，

懂得了团结的重要性，懂得了
独立生活的不易，养成了早睡
早起的好习惯。七天夏令营的
风，把我们身上的伤痕给抹去
了，把我们的泪水给吹干了，但
永远不能把我们的友谊吹乱，
不能把我们的拼搏精神吹散，
因为我们是独一无二、坚不可
摧地狼牙小战士！

从我们的“衣爸爸”身上，我
学到了很多东西，他教会我做人
的道理。第一，做人是要讲感恩
的，衣爸爸在夏令营期间为我们
付出了很多，家长们知道了这件
事之后，纷纷给衣爸爸送鲜花；
第二，做人是要独立的，爸爸妈
妈不能永远陪在我们身边，我们

总有一天要离开他们独自生活；
第三，做人一定要坚强，在哪里
摔倒就在哪里爬起来。同时，他
也是个非常有爱心的人，他不是
父母，但胜似父母，我们难忘他
用自己的钱为我们女生宿舍买
驱虫水，让女生不再受到惊吓；
难忘他为小同学洗脏裤子的身
影；难忘他为我们做的一道又一
道菜的美味；难忘他为我们女生
买棒棒糖蹑手蹑脚地样子；难忘
他勇于担当，关心同学的正能
量；难忘他为我们拍下了数百张
照片，以解父母对我们的相思之
苦；难忘他……

真是难忘又有趣的夏令营
啊！

今天天气阳光明媚，爸爸妈
妈把我送到高速路口，陪我一起
等开往军事夏令营的大巴。我左
盼右盼，终于等到了，心情无比激
动，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独自离开
家门，第一次离开爸爸妈妈，第一
次独自生活，七天以后的我不知
会是什么样？

跟爸爸妈妈挥手告别的那一
刹那，心里充满了焦虑、紧张、害
怕，七天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呢？

四个小时过去了，我们的基
地终于到了。下车后，我们来到了
步行长廊，走在长廊里，不时地听
见小鸟那婉转动人的歌声，使我
的心情格外舒畅，原来，这里是百
鸟园。

接下来，我的生活充满了苦
累、欢乐、刺激。我学会了站军姿，
学会了团结、学会了分享，10公里
徒步训练让我学会了坚持，不放
弃。运水大赛、撕名牌比赛、寻宝
大赛、九曲池摸鱼、CS这些趣味游
戏是我的最爱，快乐让我忘却了
离家的忧愁;我们的“衣爸爸”对我
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让我忘
记了对爸妈的思念。

七天，转眼而过，在即将离开
这里的时候心里有点儿留恋，在
这里，留下了美好的回忆，留下了
汗水，留下了眼泪，留下了懦弱，
留下了欢歌笑语……

七天的夏令营，让我变成一
个小男子汉，让我学会了坚强，学
会了坚持，让我难以忘怀，“狼牙”
明年我还会来的！

难忘的夏令营
栖霞市实验小学

四年级十班 曹俊杰

宝宝剑剑锋锋从从磨磨砺砺出出
福山区西关小学四年级一班 王宇珩

体体验验夏夏令令营营
栖霞市实验小学三年级六班 丁文慧

我我得得狼狼牙牙勋勋章章啦啦
福山区西关小学二年级一班 迟佳睿

出发前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
翻来覆去睡不着，一直折腾到凌晨
1点才睡着，5点就早早起床了。

吃过早饭，我们做了3个小时
的汽车，才来到了我们的目的
地——— 青岛百鸟园。

走进营地，我们换上了军装，
带上了军帽，似乎马上就有了精
神，像一个挺拔的小士兵。这时的
我，是一个真正的营员了。

经过咨询才知道我的宿舍在
“吉祥”。在夏令营的每个晚上都
有飞虫飞进来，我们又怕又不知
道怎么办，好在宿舍里有一个高
三的姐姐保护我们。晚上虽然有
点热，但感觉很新鲜，由于太累
了，很快便能入睡。我们每天至少
要训练四个来回，参加夏令营一
定会减肥成功。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7天已
经过去了，舍不得同教练分离，舍
不得同朋友分离，舍不得离开美丽
的营地，舍不得也要舍得。那里是
我和朋友们第一次认识的地方，在
那里，藏着我们多少欢声笑语……

忘不了这一次充满了欢乐的
“狼牙计划”军事夏令营，让我真
正值得喜爱的，不是狼牙勋章，不
是奖状，也不是“狼牙少年战士”
荣誉称号，而是这些值得珍惜一
辈子的朋友。

我的“狼牙”

夏令营
栖霞市实验小学

三年级十一班 钟沫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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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征集令

凡是烟台市范围内义务教育
阶段的中小学生，均可报名参加。

小记者报名费180元，赠送一
份全年《齐鲁晚报》。

报名电话：15063815716。
小荷版将优先选用小记者的

作文。电子邮箱投稿：稿件发送到
qlwbjryt@163 .com

在投稿时一定要注明“学校名
称、班级、姓名、详细通讯地址和联
系电话号码”。

所有稿件均要求原创，凡抄
袭、剽窃他人文章者，一经发现，即
列入本报黑名单，其今后所投稿件
一概不予选用；对于抄袭情节严重
者，本报将以书面或电话形式通知
其所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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