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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唰，唰，唰……”泰安银行市
政支行内悄然无声，只有纸币划过
空气的声音与轻轻数钱的声音，这
是我们齐鲁晚报小记者们正在泰
安银行市政支行学习点钞呢！

银行工作人员先教我们点钞
技巧，并给我们做示范。只见一沓
练功券在她手中快速翻动：她用左
手的中指和无名指夹住这沓钱，将
钱弯曲呈扇形，用大拇指摁住弯曲
的一边，右手的拇指如蜻蜓点水般

灵巧地把一张张纸币轻轻一拨，左
手拇指立刻迎上，把钱按住……看
着工作人员熟练的动作，我跃跃欲
试，一脸了然地点点头，心想：点钞
也没什么难的嘛！

我兴致勃勃地接过工作人员
递给我的一沓练功券，试着点了起
来。可是，出师不利，刚一点就“哗

“的一声，“钞票”全都散落到地上。
我练习了几次，速度就快多了。我
捏着练功券，向老师展示了我的点

钞方法，老师说：“点钞方法有很多
呢，你只要点得准确快速就好！”
除了点钞，我们还学习了识别真钱
假币的方法和理财知识，并走进了
这平日戒备森严银行柜台内部，做
了一名小柜员。

今天的“小小银行家”活动，让
我受益匪浅。最让我兴奋的是：我
学会点钞了！泰安银行的形象在我
心中，被揭开了一层厚厚的面纱，
它好像更令人亲近了。

我学会点钞了
泰安市迎胜小学 五年级二班 张雅涵

今天，小记者化身成“小小银行家”，
来到泰安银行市政中心支行。一进门，就
有很多工作人员在迎接我们，而且帮我戴
上“泰安银行”的授带，其次管理员阿姨给
我们讲了工作流程、纸币的特征、还有怎
样点钞票。

银行一位阿姨详细介绍了壹佰元纸
币的特征是：看到有毛爷爷的那面，举到
阳光处，会发现在左面的空白处会有清晰
的毛爷爷水印头像跃然纸上，而且在左下
角的半个100会变成完成的100数字图案。
旁边空白处又神奇的显现出了100的图
案。在毛爷爷的水印下面，还有一串编码，
其中，前4个字符是暗红色的，后6个是墨
绿色的。最大的100上的金属条和右边的
金属条，斜看是绿色的，竖看左边是金色
的，右边则是紫色的。没想到，薄薄的一张
纸币上面还这么神奇，后来我才知道这些
都是防伪标志。

接下来，阿姨又问“你们想知道怎么
点钞票吗？，下面就一边听我的介绍，一边
观看我的演示，并且学着我做，首先，把左
手分开，把钞票放在中指和无名指中间，
把钞票弯一下，摁在大拇指底下，变成扇
子形状，用右手拇指把钞票往下搓，这样
就可以了“。说完，小记者便争先恐后地去
领成捆的练功券，练习的不亦乐乎。

最后，我们还亲身体验了当营业员的
感觉……

这是我有史以来，最难忘的体验啦！

快乐的小小银行家
奥林匹克花园学校三年级一班 王睿一

科技馆《穿越冰雪纪》之旅
泰安市迎胜小学 五年级三班 张雅淳

看过3D电影，4D电影是一
种什么样的体验呢？周日，我们
在今日泰山小记者团老师的带
领下，来到市科技馆体验新进
的4D科技影院，尝鲜喽！

4D影厅能容纳40人同时观
看，一排排椅子从上向下整整整
齐齐，乍一看似乎没有什么特别
之处，疑惑不禁涌上心头，好奇
这电影将会带来什么样的体验？

坐上又高又厚的椅子，戴
上立体眼镜，电影便在大家的
期待中开始了。题目浮现眼
前———《穿越冰雪纪》，我们立
即置身于一片白茫茫的冰雪世
界，太美了！我开始沿着冰雪隧
道快速前行，身下的椅子在跟
着滑道晃动，时而前倾，时而后
仰，时而凸出，再配上声音，我
感觉一会儿掉进深不可测的山
洞；一会儿在光滑的冰面上奔
驰；一会寒风迎面扑来，伴随着

摩擦的巨响；一会儿冰雪飘飘
洒洒地降落到我身上。

荧幕上栩栩如生、呼之欲
出的奇幻立体影像，加上立体
眼镜和动感座椅功能，还有周
围的环境模拟，使在场所有人
感觉到了刺激与兴奋，仿佛自
己真的正在进行着一场有惊无
险的旅行，场上的欢笑与尖叫
声此起彼伏。

影片最后，我们跃过一个
个悬崖，历经各种艰险，到达了
美丽的冰雪城堡，俯视目的地，
我的心中充满无限喜悦，发出
一声声惊叹……

《穿越冰雪纪》震撼有趣的
体验吸引了我，接下来我们又
观看了4D影片《疯狂复活夜》，
同样新奇有趣。我的脑中一直
浮现着那一幕幕紧张惊险的画
面，大呼过瘾，科技的魅力真无
穷啊！

俗话说：“庐山秀，黄山之风光，泰山
之雄伟”。泰山是五岳之首，它不但历史
悠久，而且具有极其美丽壮观的自然风
景，这就是我故乡的泰山，一年四季都可
以感受到它的千变万化。

春天，山是美丽的。一座座连绵起伏的
山，翠绿翠绿的，像一块块巨大的绿宝石。

夏天，树木长得十分茂盛，密密层层
的枝叶把天空遮得严严实实的。老人们
在树荫下有说有笑地聊天。

秋天，秋姑娘到山里散步，树叶随风
飘落下来。金黄的银杏叶三五成群地告
别了树妈妈，伴着风儿打着旋，仿佛无数
的黄蝴蝶在翩翩起舞。

冬天，雪花在空中飞舞，树上堆积了
一层薄薄的白雪，大地也铺上了白色的
地毯，又松又软。

我爱我的故乡，更爱故乡的泰山。泰
山的美，画在了我的心中。

(指导教师：范梦娜)

我爱故乡的泰山
泰安奥林匹克花园实验学校3 . 3中队

刘旭

“大家快来看呀，
这个物品便宜很多钱
哦！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哟！”咦？这好像是卖东西
的声音，对，就是在卖东西。今天是
我们文化路小学开展的首届跳蚤
市场活动。

下午两点多，在老师的统一指
挥下，我们学校的“跳蚤市场”便开
始了。第一节课时间A组同学摆摊、
B组同学逛摊。我是B组，加入了逛
摊的队伍，看着周围琳琅满目的物
品，我左逛逛右逛逛，逛到了一个同
学的摊位，“你要买这本书吗？5元
钱，超便宜，还赠一个铜币哦！”这
时，一个同学热情的招呼着我。

“呃……多少钱一本？”我愣了愣回
答，同时又定睛一看，那本书刚好是
我比较感兴趣的，再一看原价，哇，
原价35元，竟然5元可以买到，而且
还有铜币赠送，太实惠了。

第二节课，轮到B组摆摊卖东
西、A组逛摊了。我兴奋的带好我的
物品，找了一个显眼的地方摆起了
摊，同时开始大声叫卖起来。我先拿
起了文具盒喊道：“好看文具盒，15
元一个喽”……可是好像大家不太
感兴趣哦，我又试着改换了销售语，
喊道“文具盒、文具盒，又好看，又实
用，功能又多，便宜卖喽，15元一
个”。随着我的叫卖声逐渐有“客户”
上门了，“这个多少钱？”“15元”，我

脱口而出。可能是价格有些高了，那
位“客户”不再问了。看着她犹豫的
样子，我又试探的问道：“那……12
元要不？”可是她依然摇摇头然后径
直走开了。过了许久，终于有一位识
货的“客户”以11元的价格买走了我
的第一件物品---文具盒。

操场上不时的传来同学们推销
物品和讨价还价的声音。当第二节课
下课铃声响起，我们学校的首届“跳
蚤市场”结束了，大家依依不舍的回
到教室。这样的“跳蚤市场”真有趣。
我真希望，以后学校能多开展一些这
样的活动，既让我们同学间互相买卖
旧物，增加我们沟通交流的机会，又
可以丰富我们的课余生活。

有趣的跳蚤市场
泰安市文化路小学四年级2班 王梦苒 指导教师 陈杰

今年暑假的时候，我和妈妈去桂林
游玩。桂林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和历史文
化名城，有着“桂林山水甲天下”的美誉。

桂林的景色诱人，尤其是我们去的
时候适逢雨季，朦朦胧胧，烟雾缭绕，仿
佛身处仙境中，为桂林平添了一份神秘
的美。

象鼻山坐落在漓江的江面上，远望
去仿佛是一头大象在悠闲地低头饮水，
一条长长的鼻子吊垂在水面上，大象的
眼睛、嘴巴、象牙都栩栩如生，我为大自
然的奇景而惊异。

漓江的两岸，山峰密密层层，有的像
羊蹄、有的像骆驼、有的像可爱的玉兔、有
的像凶猛的老虎，尤其是“九马画
山”，就像一幅巨大的水墨画，你要
很仔细地看，才能找到九匹马。

桂林的山环绕着水，水倒映着
山，一幅超美的山水画，让人流连忘返。

游桂林

清明刚过，妈妈说家乡的桃花
这时开的正好。于是，妈妈带着我
和弟弟去肥城刘台赏桃花。

进入景区，一阵微风吹来，风
中带着淡淡的花香，我的身体不由
自主地追随着香味走去。走啊，走
啊，我突然怔住了！我简直不敢相
信自己的眼睛，我真的来到了桃花

园林！眼前一大片一大片的桃花
林，风中不时飘来一阵阵清香。我
站在桃林里,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
到处都是桃花，满眼都是粉色。这
让我想到了西游记里无花果山的
场景，就像一个世外桃源。我不时
在问自己：这里有住着世外高人
吗？带着这个疑问，我穿梭在桃林

里，就像走在画中一样。
我沉醉在这迷人的桃花林中，

迟迟不肯离去。时间不知不觉地流
动着，很快就到了傍晚，天边的云
霞也打扮得妖娆起来，似乎要与这
片桃林相媲美。天空的颜色衬托着
祥和的桃花林，别有一番韵味。我
带着微笑，慢慢离去……

游刘台桃园风景区
奥林匹克花园实验学校3 . 3中队 车艺桐 指导教师 范梦娜

在大家的印象中，银行都是戒
备森严，难以接近的，可15号上午，
我们泰安融媒的小记者竟然端坐
在银行柜台里面，为前来办理业务
的“顾客”服务。哈哈，这是我们正
在泰安银行市政支行参加“小小银
行家”活动呢！

“您好，请问您要办理什么业
务？”我凑近旁边的话筒，向柜台外
面的“顾客”温柔地询问
着 。得 到
要“办一

张银行卡”的答复后。我在银行阿姨
的提示下，对着话筒道：“好的，请出
示您的身份证。”一双小手伸到柜台
窗口前，小记者扮演的顾客把一张

“证件”塞进窗口，我连忙接过来，随
即递给她一张表格：“请签字，并设
置您的密码。”我们两人配合得天衣
无缝，最后，我笑容满面地递给她一
张“银行卡”：“这是您的银行卡，请
问您还有其他的业务要办理么？”

“好的，欢迎下次光临！”
告诉你们吧！今天的这家银行

是专门为我们举办的体验活动，并
不对外营业。除此之外，银行的叔
叔阿姨们还耐心地教我们如何识
别假币，如何点钞，教我们熟悉金
融机构的工作流程和工作状态，学
习理财知识等。

“小小银行家”活动让我学到了
课本中学不到的东西，银行在我的
眼里没有那么神秘了。今天能够走
进银行柜台，参与银行场景模拟，让
我体会到了金融工作者的微笑与辛
劳，这真是个难得的体验机会。

走进银行柜台
泰安市迎胜小学 五年级三班 张雅淳

是中国人，就要过好自己的传统节
日。虽然圣诞节即将来临，但是从今年开
始，我不再过洋节。今年的22日是冬至，
是我国农历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气，也
是一个传统节日，我要了解它，重视它，
过好它。

俗话说：冬至大如年，当门外雪花
飘扬或寒风刺骨时，人们早已卸下一
身疲惫，与家人聚在一起，品尝着美
食，其乐融融，温暖又幸福。

冬至这天，不同的地区有各自
不同的习俗。我们北方人常说：“冬
至饺子夏至面”，在寒冷的深冬，温
暖的灯光下，一边包着饺子，一边聊
着家常，窗外寒风凛冽，而桌旁，一缕
缕温情在心里蔓延，一句句亲切的话
语，一丝丝安详的笑容，心中顿时倍感
舒畅。

冬至，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
统文化之一，中国传承了数千年的民
俗节日正受到外国洋节的猛烈冲击。
过好我们自己的传统节日吧！

冬至降临，转眼间，又是一年……

冬至降临
泰安市迎胜小学五年级二班 张雅涵

奥林匹克花园实验学3 . 3中队 姜宇宸
指导教师 范梦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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