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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攀岩岩，，更更是是攀攀上上心心理理高高度度
本报11月13日讯(记者 孙丽娟) 11月8日，本报31名

来自高区的小记者来到威海延长线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尝
试人生的第一次攀岩运动。

人对于离开地球表面有自来的恐惧感，心理学上，
10—12米是第一次恐惧高度。本次攀岩活动设定的攀登极
限是10米，意在为小记者们创造一个突破心理定势、攀登
心理高度的机会。垂直的岩壁上，靠的是手足并用、全身协
调，绳子给与的是心理安全安全和最后保障。

本次攀岩，31个孩子成功登顶的只有一个，而且女生体
力和表现总体上要比男生强。本次体验活动的提供商是威海
延长线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它是一家集体验式培训、企业内
训和管理咨询为一体的专业教育培训机构。

勇气

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们西涝台小学的同学一
起去老净雅培训基地参加齐鲁晚报组织的攀岩体验。

那里有好多别的学校的同学。大家都跃跃欲试甚
是兴奋。但基地的老师说：先热身再攀岩。我们先要玩
了个游戏，哎，我都忍不住要攀岩的激情。

攀岩正式开始，大岚寺小学的同学打头阵，但我没
想到他们都失败了。我觉得很好笑，真是不堪一击。
终于到我们了，我第一个冲上去。攀到一半时，我向下
望了望，好高呀，我有些害怕， 原来我才是好笑、才是
不堪一击。我鼓足劲继续攀，手磨破了，我忍着；腿在打
颤，我挺着；眼睛眩晕，我瞪着。我要攀上最高点。

十个点、八个点，就差五个点了，老师和同学们鼓
励我“加油啊，你能行的”。可我真的没力气了，我嘲笑
他人其实也在嘲笑自己，最终我也无奈地以失败告终。
老师和同学们都替我惋惜，但我却很高兴，因为我努力
过。

这次攀岩让我懂了一个道理：不能随意嘲笑别人，
不能以你看到的来做定论。西涝台小学5(1) 翁佳旭

攀上顶峰

勇气是追逐梦想的路上跨出的第一步。每个人都有梦
想，但在追梦时难免遇到挫折，跌倒了肯再站起来，勇敢地走
下去，再大的困难，都会被你一一化解：勇气是个敢作敢为的
精灵，它飞进每个人的心房里，让人拥有一颗不畏惧困难的
心：勇气是一种奇妙的力量，能使你打开一道道门，撕开一层
层包装纸，哪怕里面什么都没有，你还是会很快乐……

我们排成两列队挨个攀登。我的小心脏扑通扑通跳着
好像一不小心就会跳出来。到我了，我拉拉袖子，提提裤子，
穿上防护衣，挂上安全绳像是要大干一场。我脚一抬，手一
抓来来回回好几遍爬了好高。我心想；这可真是简单。可是，
我突然脚一滑，整个身子悬在了半空中。我使劲往前荡了一
下，好不容易站了上去，继续往上爬，可这墙壁像与我较上
了劲似的就是不让我往上爬。我还没爬一半，劲就整个泄掉
了。我在上面坚持一会就下来了。我再往上看一眼和我一起
来的同学已经爬了好高，我的脸上火辣辣的。

我下定决心再爬一次，可谁知，在这个地方我又一次滑
了下去。我不气馁一次又一次的尝试可还是在原地踏步，我
恼火了，可再一想这可是个锻炼的好机会。我努力地思考该
怎样上去，无数次尝试还是徒劳无功，我筋疲力尽，决定下
来与爸爸回家。

爸爸说：“下次我们再来试试吧。”“行。”今天的攀岩活
动，我没有成功但只要我努力就一定能成功！因为失败是成
功之母。 西涝台小学5(1) 闫梓菁

第一次攀岩
这可是我的第一次攀岩！
一位叔叔先组织我们做游戏，既锻炼反应能力又增强了

团队意识。正当玩得兴起，一个消息传来：我们要去攀岩啰！
老师带我们走到一面墙下，咦，这墙怎么这么奇怪？只见

上面挂着奇形怪状的石头，还有那么多小洞，两条又粗又长的
绳子悬在上面，这就是攀岩用的工具吗？我心里是一百个担
心，这掉下来可怎么得了。老师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给我们
讲解演示安全带的用法，我才松了一口气。然后老师用鼓励的
目光看着我们说：“谁想先试试？”

我毫不犹豫地举手，老师说：“你，来吧！”我快步走上前，
系好安全带，脚稳稳地踩到一块石头上，双手牢牢抓住头顶的
支点，手脚交替往上爬，刚开始我信心十足，但越往上爬越困
难，双腿也开始发抖，手也没劲，抓不住支点，最后悬在中间不
敢往下看。头上的汗不住往外冒，下面的伙伴一直在给我加
油。我拼劲尝试了几次，终因力竭而失败。

下来后，老师表扬我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伙伴们也给我热
烈的掌声。没能攀到顶点，我暗下决心，今后一定要加强锻炼，
下次还来挑战，只要肯付出努力就一定能战胜自我，战胜极
限。 西涝台小学4(1) 苗琳

攀岩真开心

这个是我最快乐的日子，因为我报名当了一回齐
鲁晚报小记者，还参加了从未体验的攀岩。

周六一大早，我和奶奶准时到站点，正好碰见我们
班的王熙雯，她也是小记者中的一员，我们手牵手一起
走到攀岩地点。哇，小朋友还真多呢！

教练教我们做完热身运动，攀岩运动开始。走到岩
石下边，我和王熙雯不禁惊呼：“好高呀！”吓得我俩连
连后退。这时，一位大哥哥率先勇敢地登到了岩顶，我
们一起拍手高呼：“真棒，真好！……”不一会儿轮到我
了，我开始按教练的要求攀爬起来，一开始还有点害
怕，腿直打哆嗦，但听到奶奶和王熙雯的加油声，我一
下子鼓足了勇气，一口气就爬到了第四格。不过遗憾的
是，我太瘦小，手臂力量不够，只能爬到这里就下来了。

虽然我没有像其他大哥哥大姐姐一样攀到最顶
峰，但是这次体验让我难忘，毕竟我是第一次体验攀岩
呀！今天我们玩得真开心！

大岚寺小学2(1) 吕露瑶 指导教师 于海宁攀岩记

终于等到了我期待已久的攀岩。用最快的速度起床，
叠被子，洗脸，吃饭 .......一切准备就绪，我和妈妈爸爸在7 . 30

分出家门，爸爸用摩托车送我和妈妈到公交车站点，我们
先坐K2到华联再转26路到基地，一路上花了一个多小时，
可我一点都不觉得累。

一位教官为我们讲解攀岩的好处，我听得格外认真，
以前对攀岩只听说过却从没接触过，原来有这么多的好处
啊。我简直有点迫不及待了。终于要开始了。看到高高的岩
壁，我的满腔期待变成了紧张害怕。我们排着队两个人两
个人爬，前面几组没爬多高就下来了，我更加恐惧。

终于到我了，我紧张得心突突直跳，手脚似乎也不听
使唤。我镇定下来，随着教练口令，使劲全身力气往上爬，
三步并作两脚。可是欲速则不达，越着急爬得越慢，爬了几
步，就感到浑身发软，手没劲，脚也没劲，抬头望望岩顶，是
那么遥不可及，无助无力之感传遍全身。我又坚持了一会
儿，但实在没有力气，脚下一滑手蹭破皮了，失败了。

我下来看着岩壁，又看着磨破的手，不争气地哭了。我
觉得我实在太没用了，没有爬上去。我知道我没有战胜内
心的恐惧，平时缺乏锻炼也没有足够的体力。我以后一定
要加强锻炼，只有这样我才能真正成长。

这次攀岩对我来说真是一次有意义的活动。
西涝台小学4(1) 刘岩松

难忘的一次攀岩

攀岩一直是我向往的运动，每次看着电视中那些
挑战颠峰的勇士，总羡慕不已！真心感谢齐鲁晚报组织
此次活动圆了我的梦。

一看见远处那挺拔的岩壁，原来的激动兴奋顿时
转化成忐忑不安！开始几次攀爬，我都因找不到岩点和
内心恐惧而失败。最后一次，听了同伴的经验，我变得
胸有成竹！靠脚的力气把自己往上推，再用手抓住石头
来支撑。中间有好几次找不到石头，我都想办法奋力爬
过去。几经辗转，好不容易接近顶端，但那颗又绿又滑
的石头我却很难抓住！试了几次，都失败了。

这时，下面的韩政不断地鼓励我：“苗家宁，就差一
点点，再加把劲，胜利就在前方。”我咬咬牙：不行，一定
要上去，不能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于是我奋力向上伸
展，瞬间用力去抓住那颗关键性的石头。

最后我还是没爬到顶端。攀岩给了我深刻的感受，
我知道有些事情并非努力就一定会成功，但不努力是
一定不会到达成功的彼岸。面对困难，需要我们拿出更
多的勇气和毅力去克服，它是一把胜利的钥匙。

西涝台小学四年二班 苗佳宁 指导老师 乔丽苹

攀岩！攀岩！

同学，你们都没攀过岩吧？我也是刚过了一把瘾。
清早我与同学一起坐车到达目的地，看见许多素不相识

的朋友，大家嬉戏玩耍。很快教练组织我们换衣服，活动就要
开始了。

教练先做示范。看着他敏捷的身手，我心里暗想：“攀岩
就这么简单啊！那我肯定没问题。”可过一会，我就知道我想
错了。我前面许多朋友怎么爬也爬不上，我的心没有底了。

终于轮到我了。我鼓起勇气，系好安全带，开始攀爬。开
始很顺利，可只爬了有一米多，我就感到力不从心，上面的岩
点像遥不可及，双手好像不存在了一样，只有一阵阵的疼痛，
我咬着牙坚持着，可怎么也爬不动，我只好放弃。

最厉害的要属我的好朋友了，看她就像一只壁虎一样，
蹭蹭的爬上了顶端。时光如水很快就溜走了。我收获的不仅
仅是快乐，还有许多许多…… 西涝台小学5(1) 孙珺

走走进进防防空空教教育育馆馆感感受受““未未来来战战争争””
本报11月13日讯(记者 孙丽娟

王震) 9日为“119消防宣传日”，本报40
余名小记者和家长在环翠消防大队官
兵带领下走进华夏城景区，参观人民防
空教育馆，学习防空防灾知识教育和应
对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互救自救技能。

走近未来战争

来到“走进未来战争馆”，给我印象
最深的就是在“飞机”里面看了一场4D

电影，是一个科幻片，讲述的就是一次空
中大战，自己仿佛就是影片里的主人公，
我所坐的座椅可以随着情节变化随意摆
动，驾驶着飞机不断穿越，让看的人胆战
心惊，非常可怕。

这次参观，我不仅学会了地震，火灾
和防空的逃生方法，还有一些额外的收
获，我还学会了怎样使用灭火器，懂得了
这些灾害的危害，我以后一定会告诉我
身边的人我所学习到的东西，告诉他们，
重视每一次的逃生演练，保护好自己的
生命。

凤林学校文学社 纪崇缘

生命无价

11月9日，我们小记者
来到华夏城未来战争馆。
它是一座人防科技体验
馆，是利用山体陡坡，在不
破坏山体环境的条件下，
打造的地下人防馆。通过
4D影院、图片模拟、声光
电等技术让我们切身感受
当战争和灾难来临时，人
的渺小和人类抵御自然与
外侵的顽强。

通过这次参观我意识
到，我校一直以生命安全
教育为主题开展一系列活
动很有必要、很有意义，但
是还有些同学和家长重视
不够。

最后，我想对大家说，
灾难无情，生命无价，安全
教育重于泰山，请大家重
视起来吧！
凤林学校文学社 王金政

观“战争”有感

走进未来战争馆，“危险”画
面，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消防叔叔
阿姨的讲解使我感触颇深。

刚一进馆，隆隆的炸弹声和
飞机轰鸣声把我吓了一跳，我本
能抱着头蹲了。这是一个模拟防
空洞，这个馆是一个模拟自然灾
害和防空袭的博物馆，我顿时心
里发出感叹：要是真有炸弹突然

间从天上飞下，那还得了？紧接
着，我们到地震模拟厅体验模拟7

级地震的地震小屋。小屋突然开
始猛烈晃动，我想站都站不起来，
想扶一下都没机会。接着，我们来
到消防厅，突然烟雾弥漫，人们只
顾咳嗽，没有想到捂住口鼻、半蹲
身体往外跑，在讲解员提示下才
恍然大悟。我们跟着讲解员认识

了各种灭火器，还学会了临时抢
救、心肺复苏等基本要领。

灾害的威力真是太大了！幸
好学校定期组织各类演练，老师
也常用班会、生命安全教育校本
课为我们讲解生命安全和防震减
灾的知识和技能。以前还觉得这
些根本没有必要，现在觉得真的
太有必要了。凤林学校 刘晓雯

防灾知识 永记心间

参观威海“未来战争”科技
馆，受益匪浅。

踏进华夏城时，景色令我陶
醉其中，但走进科技馆感受灾难
降临，更令我震惊……这里采用
模拟和虚拟技术，提供一个立体
的灾害情景。

我跑到火灾模拟展厅，周围
竟然着火了，虽然我知道是假

的，但下意识地害怕，模拟得如
此逼真，烟雾熏得我眼泪都出来
了，咳个不停，若不是消防阿姨
提醒，我竟想不起来演练过无数
次的火灾逃生本领。

没了兴奋，只有恐惧与害怕，
这时我比平时听话，认真听阿姨
讲解自救、逃生方法。这真是比平
时课上讲得深刻多了。

今天的旅程充满了酸甜苦
辣。半天的时间，我体会到了一
生受用的东西；半天的时间，我
感受到了灾难的可怕；半天的时
间，我明白了防灾知识的重要。
总之，今天，我增长了知识，积累
了经验，今天的我“满载而归”！

凤林学校 郑方怡

小记者
们大都是第
一 次 攀 岩 ，
但有几个表
现出很强的
潜 力 ，也 体
现出平时的
锻炼。

记者
孙丽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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