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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荣成10月10日讯
(张莎莎 张明玉) 为加强对
未成年人的爱国主义教育，青
山社区居委会在国庆节前夕
携手青山小学师生开展“庆国
庆 祖国在我心中”为主题的
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9月26日7时许，青山社
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和师生们
一起参加了庄严而神圣的升

国旗仪式。仪式结束后社区
“第一书记”为同学们讲解
了新中国诞生的相关历史知
识。随后，社区工作人员与
少先队辅导员共同组织学生
们“庆十·一歌唱祖国”歌咏
比赛。歌咏比赛中，同学们
阵容整齐，歌声嘹亮，感情
真挚，经久不衰的爱国主旋
律抒发了师生们对祖国的深

情祝福和由衷赞美。活动结
束后，很多青少年纷纷表示
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好
好学习，建设祖国。比赛结
束后，“第一书记”为部分困
难学生捐赠了学习文具，资
助困难学生完成学业，鼓励
学生好好学习，提升自身素
质，将来报效社会、报效人
民、报效祖国。

社社区区、、学学校校携携手手举举办办爱爱国国活活动动
“庆十·一 歌唱祖国”歌咏比赛圆满结束

本报荣成10月10日讯
(张文静) 9月29日，市第三中
学办公室来了一位不速之
客——— 手持锦旗的关先生，他
的叙述为我们诠释了什么是
当今社会的拾金不昧。

9月25日8时许，关先生在
市府小孙家办事，关车门的时
候不小心将手包从车门箱震
落到地上，对于装有接近4000
元钱和大量证件、银行卡手包
的丢失关先生丝毫没有察觉
驾车而去。失落在地上的手包

被随后经过此处去为母亲抓
药的市第三中学教师王艳老
师发现，打开手包一看，王老
师吓了一大跳，一大沓现金和
一张张银行卡耀花了双眼。看
着看上的手包，王老师犯了
难，在这守着等失主回来还是
先去给母亲抓药再回来守候？
一边是早饭后急等吃药的老
母亲，一边是丢了这么贵重物
品发现后会很着急的失主，再
三思索后，王老师决定在原地
等候失主，打电话让丈夫去给

老母亲买药。
这一等就是两个多小时，

终于关先生发现手包丢失急
匆匆的原路寻找了过来，王老
师确认无误后，把手包交给了
关先生，连姓名也没留下就骑
上车赶回家照顾生病的老母
亲了。“这真是当代的活雷锋
啊，做好事连姓名都没留下”，
关先生感慨的说道。经过多方
打听，关先生终于找到了王老
师的工作地址，于是出现了开
头的一幕。

教教师师外外出出途途中中捡捡到到钱钱包包
她在路边等了2小时终于等到失主

本报荣成10月10日讯 为
了让本报小记者们度过一个安
全又有意义的节日，齐鲁晚报
荣成资讯小记者团为孩子们准
备了集趣味、逻辑、刺激、创意
于一体的精彩活动。

10月5日上午，参加活动的
小记者们就迫不及待地来到集
合地点，脸上洋溢着节日的喜
庆和对活动的期待。

共“患难”共“鼓

励”的一个半小时

8：00，第一个活动——— 密
室逃脱正式开始。
管理员介绍了四个主题的难易
程度和不同特点之后，小记者
们根据自己的喜好井然有序地
组成了四个团队，带着好奇，信
心十足地开始“解密逃脱”了。

密室大门一关，气氛陡然
严肃起来，但他们相互鼓励着，
短暂的恐惧感一下子没了，没
有一个打退堂鼓的，他们在昏
暗又阴森的空间内认真地寻找
着每一个“可疑点”： 研究着
摆放的每一个道具、时不时拍
打着墙壁试探着有没有机关、
朗读着寻找出来的线索、你一
句我一句地讨论着、商量着，借

助集体智慧思考、推理，最终在
管理员的提示下，一步步发现
并解开隐藏在场景中的通关谜
底。

虽然小记者们都是第一次
接触这项活动，尽管密室的难
度很大，只有一个主题挑战成
功，但小记者们依然兴趣盎然，
互相交流着各自密室的情景和
解谜心得，在短短的一个半小
时内均取得了不小的成功与收
获。小记者们告诉我：玩这个游
戏脑洞大开，整个过程全都在
思考、推理，一定要有清晰的思
路，不能被假象干扰……看着
他们一个个收获满满而又意犹
未尽的样子，我将管理员送的
礼物分发给了他们，有LED手
表、有钥匙串，还有过关动漫
卡。这共“患难”共“鼓励”的一
个半小时会令每位小记者终身
难忘！

又“过瘾”又“释压”

的半小时

9:30，9D虚拟现实体验馆
里，第二个活动正在进行。

第一组两位男生抢先坐在
蛋壳形状的蓝色座舱里，头戴
大眼镜开始体验9D大摆锤。随

着座舱上下前后地转动，两位
体验者“啊……啊……”地喊叫
着，引得围观的小记者哈哈大
笑。管理员说：“没事，害怕就大
声喊出来！”这下两位体验者的
声更大了。“啊……碰上了……
啊……”一位男生赶紧松手，脚
也不知道往哪儿躲。引得围观
的小记者好奇地盯着那副神奇
的大眼镜，可是什么也看不见。
体验结束了，这两位小记者争
先恐后地说着：太刺激了，腿都
软了；太逼真、太过瘾了！接着
上来两位女生，围观的小记者
们期待着她们的表现，可是其
中一位“女英雄”一点儿反应也
没有。原来她是在害怕的时候
闭着眼睛呢。

小 记 者 们 依 次 体 验 着
9DVR这一高科技的魅力与震
撼，这次奇妙的科学体验让小
记者们兴奋不已。一阵又一阵
的叫喊声、欢笑声，既释放了他
们长期堆积的潜在压力，又进
一步激发了他们探索科学奥秘
的强烈愿望。

齐“创作”齐“分

享”的一小时

10:00，小记者们在王老师

的带领下，沉浸在沙画的世界。
小记者们围成一圈，认真

聆听、观看着王老师的讲解、示
范。王老师运用几个简单的手
法便制作出群山、大海、天空、
太阳、海鸥、小草等画面，并告
诉小记者们：一盘沙，一个台，
一双手就能缔造一个神奇的世
界，这就是沙画的魅力！

小记者们跃跃欲试，分成
了两组之后就开始了沙画制
作。他们在平亮的玻璃台上小
心地挥洒着手中的沙子，时而
用手掌、时而用手指尖、时而用
手指肚指挥着沙子。沙子细腻
的质感让他们爱不释手，一撒

山成型，一抓波浪现的感觉，刺
激发展着他们对视觉和触觉的
运用能力，一粒粒的沙子在他
们手中时聚时散、变化万千。一
幅幅独一无二的入门作、一个
个投入专注的模样吸引着商厦
的工作人员和客人驻足观看。

看，他们完成了自己的“杰
作”后，边吃着商厦赠送的甜甜
的棉花糖，边欣赏着下一位小
记者的创作，是不是惬意至极？
朋友们，你们的国庆节过得怎
么样？如果还在发愁周末带孩
子去哪里玩，那就赶紧加入我
们齐鲁晚报荣成资讯小记者
吧，更多精彩在等着你们呢！

小小记记者者团团国国庆庆77天天乐乐
密室逃脱、沙画、虚拟馆体验活动精彩连连

国庆节期间，小记者活动精彩多样。

为促进中学生身体健康，
9月28日，市第二十五中学统
一组织全体学生进行健康体
检活动。 董向梅

市第二实验中学和第二
实验小学地处交通要道，行人
和车辆相对集中，道路施工给
师生出行带来很大影响。为
此，两所学校特意推倒了校南
面的围墙一角，开通了临时校
门。 张文静

为增强学生国防观念和
防空防灾意识，不断提高他们
防空防灾应急疏散救援能力，
9月28日，荣成市第三十七中
学组织全体师生进行了防空
防灾应急疏散演练。

王文杰
9月27日上午，由荣成市

教育局领导带领，新泰市教育
局领导及各科室负责人、校
长、乡镇街道教育办主任一行

50余人，来到荣成市世纪小学
参观考察。 张彩红

“创建文明城，我尽一份
力”，9月29日，蜊江中学40余
名学生小记者团走出校外与
水利局、水文局牵手参加社会
实践活动，来到鲍村水文监测
站实地采访考察我市的水土
流失情况和防治措施，接受水
土保持国情国策教育。

向丽丽

速读

美丽的大黑山

在我家的南边有一座山，
它风景秀丽、物产丰富，名叫大
黑山，是一座不可多得的宝山。

我游览过风景如画的童牛
岭，攀登过诗情画意的泰山，却
从没有见过大黑山这样的山！
一座座拔地而起，像一个个威
猛的士兵，守卫着祖国的海疆，
危峰兀立、怪石嶙峋，又像是走
进了一幅连绵不断的画卷，真
是应了那句话“奇峰出奇云，秀
木含秀气”。瞧，远看大黑山，像
凶猛的苍鹰，像慢吞吞的乌龟、
像新生的雨后春笋，又像化茧
成蝶的毛毛虫……。云雾缭绕
山中，刚刚还是四蹄生风的千
里马，现在又变成彩带，洋洋洒
洒地从天空中落下来，转眼间，
又变成北冰洋上的一座冰山，

仿佛置身于仙境一般。那一颗
颗树，像无暇的翡翠，镶嵌在朦
胧的大黑山上，美丽极了。

我看见过水平如镜的西
湖，玩赏过清澈见底的洞庭湖，
却从见过大黑山那样的水！它
美丽、清澈，像一颗巨大的珍珠
镶嵌在青翠的山间，究竟是哪
位画家画出了这么美的画，真
是“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
呀！大黑山的水默默地流淌在
山间，滋润着山间的万物。每年
的五月初，我都必须去，因为这
里的杜鹃花准时开放，漫山遍
野，如烟似霞，所有的游人都沉
醉其中、流连忘返。

啊，大黑山，这美丽而又独
特的地方，我会永远记住你！

蜊江小学 桑云智

小记者作文

校园一角有美丽的荷花池

生活中有许多美景，比如泰
山的峰峦雄伟，香山的红叶似
火，大海的波澜壮阔，西湖的水
平如镜……而我欣赏的却是我
们校园的一角——— 荷花池。

春天，荷花池净净的、静静
的。一场春雨后，嫩绿的枝干长
出来，卷卷的，嫩嫩的。一天一个
样，不知何时，已经铺满了池面。

夏天，碧绿的荷叶变得又高
又大，像一把大伞挡住烈日，像
芭蕾舞裙随风摇曳，晶莹的露珠
在上面悠闲地荡来荡去，一条条
红鲤鱼在大伞下游来游去。

“快去看呀！荷花开了，太漂
亮了！”班里的女同学还没进教
室，就高兴地叫喊着。是呀，绿绿
的荷叶中，一朵粉嫩的荷花如孔

雀开屏般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可是谁也没有去碰一下，因为我
们知道，这是我们共同的荷花
池，她的美丽属于整个校园，连
蜻蜓、小鸟也舍不得打扰她。同
学们被她的美迷住了，课间，有
的坐在池边的石台上聊天，有的
驻足静静观赏。

秋天，荷花变成一条条粉红
色的“小船”，荡漾在水中，随着
阵阵秋风飘遍了整个荷花池。

冬天，荷花池上结了一层厚
厚的冰，小鲤鱼早已钻到湖底去
睡大觉了。

荷花池，谢谢你一年四季默
默地妆扮着我们的校园。我爱
你，荷花池！

蜊江小学四年三班 王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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