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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双充满渴望的眼睛，一
张张写满好奇的笑脸，一支支在
笔记本上划动的笔……跟随着
著名水浒文化研究专家刘传录
老师的脚步，我们一起走进《水
浒传》作者之一罗贯中的故乡，
活读水浒故事。

在研学之前，我先阅读过四
大名著之一《水浒传》，对水浒人
物及事件有了初步了解。去往东
平的大巴上，刘老师一路讲解，
更加深我对水浒人物和故事的
认识。刘老师不仅给我们讲水浒
故事，还给我们聊泰安历史，聊
学习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大家一
起互动，一路上欢声笑语，趣味
连连。

车刚停好，大家就迫不及待
下车站队，打量着面前这座雄伟
的城门：石砌的城墙高大庄严，
上面装饰着深蓝的花纹，城墙上
立着许多柱子，朱红的栏杆，房
顶两端微微翘起，肃穆气派。巍

峨的城门楼一下子把我们拉回
了古代，我们的穿越之旅就此开
始啦！

走进城门，走过幽幽古街，
便望见一座庞大的建筑，门前立
着石狮，门柱挂着灯笼，几盏昏
暗的灯笼挂在雕花窗棂旁，显得
古色古香。老师告诉我们，东平
府是知府审案的地方，怪不得显
得这样庄严肃穆！走进东平府，
只见走廊两旁，分别立着两块牌
子，一边写着“肃静”，一边写着

“回避”，案桌上摆着墨砚等物，
同学们还在此模拟了知府审武
松的场景呢！

依次参观了端王府和太尉
府后，我们漫步到了紫石街。青
石板铺成的小路两旁，各个《水
浒传》叙述到的场景皆在此地一
一展现。鲁智深拳打镇关西的郑
屠肉铺、武大郎炊饼摊、王婆茶
馆、西门庆药铺……门牌石坊古
朴凝重，错落有致，透露出当时

的繁华和热闹。
转过街角，来到武大郎家。

刘老师指着二楼的一个窗户告
诉我们，故事中潘金莲就是打开
那扇窗户时，撑窗户的棒槌掉下
来砸到了西门庆。我们张望着，
只见一个貌美如花的女子把头
探出来，那不正是“潘金莲”嘛！

出了水浒城，分组上了船，
映入眼帘的是澄碧如镜的东平
湖，山岚水光相映，呈现出一副

“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
光，一碧万顷”的景象。浩浩淼淼
的湖面曾经是水浒英雄出没的
地方。波澜壮阔的东平湖，和它
悠久的历史一样，富有神奇的色
彩。

这一天，我们跟随刘传录老
师研读水浒文化，品它、读它、听
它，一个个水浒好汉嫉恶如仇、
除暴安良、富有正义感的精神，
深深地感染着我们，真是不虚此
行，其乐无穷。

跟随专家活读水浒文化
泰安市迎胜小学 五年级二班 张雅涵 指导老师：巩秀明

今天我去马套将军山和同学
们、老师们一起玩耍。到达目的地
后，同学们陆续下车，排好队进入
了马套将军山。映入眼前的是原生
态的野外环境。绿绿的草地，大小
不一的山坡，还有好多游玩设施，
真是美不胜收！等教练和老师千千
万万次嘱咐后，我们便开始撒欢儿
了。伙伴们有的去骑马，有的去划
船，还有的去玩吊床和攀岩等等。

我先试玩了攀岩，然后顺着路
走，意外的发现了吊床和射箭的地
方，我便跑去玩了一遍，然后排了
半个小时的队去骑马，我骑的是一
匹小白马，他的性格温顺，也很乖，
没有乱跑和跃起，我很喜欢它。然
后呢！就到了吃午饭的时间，我们
按顺序打饭，然后在绿油油的草地
上围成一个圈，开心的吃起来。

吃饱后，便又是自由活动时
间，我们并不是光玩，教练有时也
会带着我们军训，但令我印象深刻
的就是划船了。

午饭后，我的伙伴儿们三四个
组团儿上了一个船，然后，只要蹬
踏板掌控方向就可以了，我们如果
看到了同学的船。就会悄悄地撞上
去！哈哈！我们还会互相泼水，就像
在过泼水节。

最后呢，我们乘校车到了植树
的地方，每人一把铲子和锄头，那
零一棵小树苗，首先要用锄头挖
坑，再用铲子将土铲出来，放进
小树苗，再买上土，用脚压实，
提着水桶去打水浇好就可以
啦，看似简单，做起来难！

就这样，我怀着一颗恋
恋不舍的心离开了马套将军
山。

游将军山
御碑楼小学五年级三班 禹依泽

指导教师 梁兴涛

在泰山医学院操场上，身着
各色运动服的运动员挥汗如雨，
各校老师呐喊助威，观众们的加
油声一浪高过一浪，掌声和欢呼
声不绝于耳……这是泰前办事
处中小学运动会的生动一幕，各
校运动健齐聚我校大操场，在此
一争高下。

今天早上，在我校北校操场
上，熟悉的鼓乐声响起，鼓乐队、
鲜花队、彩旗队步伐一致，举着各
校锦旗的迎胜方队也紧跟其后。
鲜艳的衣着，挺直的腰板，坚定的
脚步，白球鞋，无不展示着迎胜小

学的风采与活力，作为迎胜的学
生，我们报以最热烈的掌声，一场
春季运动会就此拉开了帷幕。

以前，我们学校一年一度的
秋季运动会中没有跳高一项，这
次运动会里有这个项目，我特别
好奇，目不转睛地盯着跳高赛
场，想一睹跳高运动员的风采，
只见那运动员没有任何多余的
动作，脸上也看不到任何紧张，
与平时训练时一样轻松。

瞧，红色的跑道上，1500米
的比赛正在热烈进行着。别看我
们迎胜小学的队员们体型较瘦，

跑起来却毫不逊色于他人。没过
一会儿，马贺新同学早早领先，
把身后的同学落了很远。第二名
也是我们学校的同学，同样，他
也将后面其它学校的运动员甩
到了几米之外。同学们忍不住喊
起了他们的名字，加油声盖过了
广播声……

运动会锻炼的是体力，激活
的是生命，弘扬的是个性和青春
活力，收获的是笑脸和精神面
貌。最后，迎胜小学的成绩总分
第一，为我校的辉煌添上了浓墨
重彩的一笔。

运动会真精彩
泰安市迎胜小学 五年级三班 张雅淳

马套将军山一游
御碑楼小学五年级三班 张铭轩

指导教师 梁兴涛

今天我和老师还有我们班的四
十多名学生一起去了马套将军山游
玩。

到了地方之后，我们先集合，之
后起了队名和队呼，还画了队标摆了
队形。之后又玩了一些游乐项目，不
过我最喜欢的是划船。

我今天一共划了两次船，第一次
划船不太好，因为还不熟练，而且第
一次划得那条船也不太好控制。第二
次划船比较好，船也比第一次好控
制。第二次我们船上一共有三个人，
两个人登船，一个人掌握方向。之后
我们把船蹬到湖中心又看见了几只
船，我们还用船互相撞，我们船上有
一位同学还往其他船上的人泼水，但
他泼了几次都被我们俩给制止了。这
次划船我玩得很开心。后来我们又玩
了几个游戏就坐车去植树的地方了。

到了植树的地方我们每人拿着
一颗树苗，把树苗插上，把土埋上，然
后再浇点水。植完树我们就回家了。
今天我感觉过得很有意义！

今天一大早，我爸
爸就送我去了学校门
口，你们是不是很疑
惑，怎么星期天还去上
学呢？我可不是去上
学，而是和老师、同学
们一起去桃花峪春游。

我和同学们都很
兴奋，一大早我们就在

学校门口的小公园集合等候校车
的到来。我管觉等了很长很长的时
间车才到，不过校车并没有“迟到”，
是我太“着急”了！车到了之后我和
同学们排队依次上车，一路上我们
又说有笑，大约过了四十分钟，我们
到了春游的目的地——— 桃花峪。

这个地方可真大！组织春游的
教练让我们排成一对站好，然后慢
慢的走到活动区域。哇！好美呀，绿
绿的小草在春风中挥舞着小手，欢
迎着我们的到来，让人感到它们的
热情。游戏开始前教练给我们设计
了口号，当他说：“最高品质”时，我
们就异口同声的对答：“静悄悄”。

游戏过后我们按军训的要求
进行了站立军姿、报人树等活动。
最有趣的是我们被分成三个小队，
来做“剪刀包袱锤”的比赛游戏，我
们队是“闪电队”，口号是：团结一
致，勇往直前。这个游戏结束后，我
们各自分成小组自由活动，我分别
玩了爬天梯、冲浪、高空探险等项

目。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冲浪，我坐
在椅子上，由上向下冲，冲浪的过
程中感觉两边的花草想我涌来，一
阵阵的香气迎面而来，太舒服了！
此外，攀岩虽然有点害怕，但是我
和同学们还是坚持了下来。

吃过午饭后，我和同学们又进
行了划船、泼水等项目。最后我们
做了今天最有意义的活动——— 植
树。我用铁铲先给小树挖了一个舒
舒服服的小坑，然后我把小树放在
小坑中间，给他填上松软的泥土，
最后我给他饱饱的喝了一桶水。我
栽好小树后，又给没有栽好的同学
一起完成。

今天的活动真棒，我们即为绿
化环境进了一份力，又增强了同学
们之间团结、互助的友谊。临走前我
在我栽的小树旁默默许了个小心
愿：小树，明年春天我们还来看你。

随着艳阳的高照，温柔春风
的拂面，我们盼来了令人激动春
游，要知道我们已经盼了它好久
了。

我们从学校开始出发，走了
大约不到半个小时，就到达了目
的地。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
一个嬉戏草坪，上面有绿油油的
草地，许多高高大大的树木，非常
漂亮。带领我们的老师，首先做了
自我介绍，又告诉我们应该注意
的一些安全事项，还教给我们一
些口号和游戏，我们彼此相处的
很融洽，就好像多年未见的好朋
友。

老师宣布解散后，我去玩了

骑马、划船、空中木桥……别提有
多刺激了，最令人难忘的是划船，
我和我的两个朋友坐一块，我们
坐的是一条大白鹅的船，弯弯的
脖子，长长的嘴巴，非常可爱，小
船在水面上摇摇晃晃，太阳的彩
色光芒打在水面上，泛起一道道
波光，波光中又印照着我们的笑
容，湖边的小树，在春风的号召下
齐齐向我们挥手，我们笑得更开

心了。
下午，我们又去植树，我精心

挑选了一棵粗壮的树苗，接着，我
十分卖力的用铁锹挖好树坑，把
那个粗壮的小苗埋在土地里，又
给它浇上水，我还为它取了一个
漂亮的名字叫做“芊蓓蓓”，我希
望，它能快乐的茁壮成长，在下一
次再来桃花峪的时候，它能长成
一棵参天大树！

这次的春游给我留下了太多
美好的回忆，我和小伙伴们度过
了愉快的一天，并收获了成长！

桃花峪
御碑楼小学 五年级三班 李芊蓓

指导教师 梁兴涛

春 游
御碑楼小学五·三班 丁紫妍

指导教师 梁兴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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