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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寒假假结结束束前前去去哈哈梦梦王王国国玩玩一一圈圈
小记者将在虚拟城市体验不同职业，一大一小仅需260元

温馨提示：

请带好您的身份证等各种有效证
件！

场馆内人流密集，也有车辆行驶，
请遵守交通规则，安全行走。如遇特殊
紧急情况，请到Service Department或
向园内服务人员寻求帮助。体验中请
遵循工作人员安排，非紧急情况不许
中途退出，以免信息丢失，家人找寻不
到。

小国民要记得随身携带和保管好
护照，在体验工作时请出示。护照可用
来记录工作体验信息，积累能力积分，
参加DP晋升评选。

对小记者家长的要求：

请您协助儿童了解“Hi Dream”
体验流程，鼓励儿童独立体验，掌握生
活技巧，感知体验精神，收货成长锻炼
经验。

请您协助讲解维护园内安全与公
共秩序所需常识，提高儿童体验质量。

请您鼓励和支持儿童争做文明国

民。感谢您以自身良好优雅的举止言
行成为儿童的表率。

儿童排队应聘职业是体验活动的
相关内容和流程，请您给予理解和尊
重，请勿代劳。

为训练小国民独立，请家长不要
进入体验店内打扰小国民上班。

儿童尝试体验将在体验导师指导
下独立完成，请给予儿童信任和支持，
您可以在场馆其他区
域休息等候。

“Hi Dream”为儿
童玩乐、学
习的场馆，
为 了 孩 子
和 他 人 的
健康，馆内
禁止吸烟。

在寒假期
间，小记者们去滑

雪、体验沙画，还在岱
庙里留下了欢声笑语，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他们的寒假生

活吧。
冬天到了，泰安市区

却一直没有下雪，我好盼
望着见到雪啊！趁着寒假，
我们5个家庭相约来到莱
芜雪野滑雪场，在这里，我
不仅见到了白雪皑皑的冰
雪世界，还第一次体验了
滑雪的乐趣，在滑雪场度
过了难忘的一天！

一来到滑雪场，我就
迫不及待地下了车，放眼
望去，两个大山头从上到
下到处都铺满了雪白雪白
的雪棉被，白茫茫的雪山
衬托着五颜六色的滑雪
服，看着游人们个个都滑
得兴高采烈，我也真想赶
紧试一试。爸爸帮我穿上
了笨重的滑雪鞋，在我的
脚底套上了滑雪板，还递
给我两根滑雪杖，一穿上
这些装备，身体立即变得
沉重起来，我撑着雪杖慢
慢向前移动着身体。

第一次来滑雪场，我
们都不会滑雪，看到那陡
峭的雪道更是心里打鼓，
家长们给我们5个小伙伴
每人请了一位一小时教
练，教练告诉我：滑行时，
要微微下蹲，将滑雪板摆
成内八字，速度就会减慢，
甚至会停下来。接着，教练
带我走上传送带。终于到
了雪山顶上，教练挡在我
前面抓着雪杖的一头面朝
我倒着向山下滑，我抓着
雪杖的另一头慢慢跟着教
练滑。

忽然，教练用雪杖和
自己的胳膊挡住了我的身
体，还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身后，没等我回过神来，一
个滑雪速度快得惊人的大
姐姐朝着我们撞了过来，
教练差点就被撞倒，那个
大姐姐也摔了个仰面朝
天，原来，教练时时刻刻都

在保护着我。
通过教练的耐心指

导，我终于能自己滑了！教
练把我拉到妈妈的身边，
告诉妈妈说我很聪明，学
得很快，一小时很快就到
了，我已经能够从山坡上
自己滑下去了，妈妈夸我
很勇敢，我心里美滋滋的。
我和小伙伴们还一起比
赛，“一、二、三，开滑！”我
们弓着身子，像一只只快
乐的小鸟在自由的滑翔！

今天是我寒假中最难
忘最快乐的一天，因为我
学会了滑雪，它既让我多
学会了一项技能，还锻炼
了我的勇气和毅力。从滑
雪中，我懂得了只要敢于
尝试就会有惊喜奥！

迎胜小学 二年级三
班 张雅淳 指导老师：
郭运凯

滑雪场上自由“翱翔”

那天，我去泰安广电大
厦参加小记者活动——— 体
验沙画。我好高兴，早早起
来吃饭后急急忙忙赶往活
动地点，这是第一次参加沙
画体验，心里很紧张。

我刚进教室就看见一屋
子的沙台。我选了一个黄色
的沙台，左看右看很好奇。上
课开始后老师先教给我们铺
沙、切沙等许多技巧，我认真
学习。基本技巧掌握后老师
又教给我们画小桥、地球、树
苗、太阳、雨水、大树、蝴蝶、
章鱼、竹子等。

我抓起沙子不知道如
何洒，在老师耐心指导下慢
慢学会，沙台上形成了一幅
这样的画，一座桥中间长起
竹子、大树、草地和花朵，蝴
蝶在花丛中起舞，接着乌云
密布，大雨哗哗下起来。我
还在感受沙画的神奇可惜
下课时间到了。我恋恋不舍
地离开了教室。

感谢小记者团给了我
们这次体验的机会，有时间
我还要来学习。

御碑楼小学 四年级
二班 王慧冉

今 天 ，作 为 主 持
人，我参加了晓雯音乐
学校2015年新春音乐
会。

音乐会上的节目
真精彩啊！有风格多变
的电子琴合奏，有动感
炫目的双排键表演，有
温情逗趣的音乐剧，还
有老师们深情献唱的

歌曲串烧……
和着美妙的节拍，

音乐会结束了，但是我
们学习音乐的热情却
更加强烈了。希望越来
越多的小朋友学习音
乐，感受音乐，爱上音
乐！

三里小学一年级
一班 甄淼可苒

今天阳光明媚。吃
完早餐，妈妈带我去看
泰山皮影。这一次活动
是小记者团举办的。泰

山皮影的一位漂亮阿姨给我
们做讲解，阿姨首先带领我
们走上了二楼，进行了第一
个环节：亲子游戏。游戏规则
是：让家长用红领巾遮住眼
睛，听孩子用语言指导，跳或
走过挡路的物体。

经过了激烈的斗争之
后，胜负终于得到了结果，我
是第五队，最后我们胜出了
这场比赛。

第一环节结束，我们开

始进行了第二个环节：看皮
影戏。我们看了猴子摘桃，石
敢当除狼妖，蛙鹤龟和小苹
果，好看极了！

到了第三环节，就是做
皮影。说起做皮影可是很难，
虽然看皮影挺乐也挺好看，
做皮影可截然不同。做皮影
的要点有两个：第一要涂颜
色，第二是要缝起来。我做出
一只五彩缤纷的小狼，还在
幕后表演了呢。

我非常喜欢参加这次活
动。

泰山中学小学部 三年
级四班 张梓尧

第一次看皮影

2015年2月20日(农历的
大年初二)我和爸爸妈妈去岱
庙游玩。爸爸对我说：“翔翔，
来岱庙要看三样东西，你知
道是什么吗？”我想了想说：

“不知道。”爸爸告诉我说：
“古碑，古树，古建筑”。

我就说说古碑吧，岱庙
的龟驮碑很多，从汉至清。关
于为什么是要用龟来驮呢？
因为龙生九子，六子“赑屃”，
形似龟，鹰爪，蛇尾，力大无
比。碑文一般为修庙的功德

碑，希望功德万古传世，天长
地久。由于龟驮碑时间太久
了，有一些就已经没有那个
碑了，只有一个神龟，所以我
只能和一个小神龟合个影
了。

通过这次岱庙游玩，我
不仅了解了许多古代文化知
识，还觉得我们今后要更加
爱护古代历史遗产，不要破
坏它们，这样才能让传统文
化世世代代流传下去。
三里学校二年级四班姬富翔

爱护历史文化遗产

元月31日，天气晴朗，
我们小记者来到了泰安市
规划展览馆。

由于参加活动的小记
者太多，我们被分成了两
队，我在第二队。首先，我们
来到了展览馆二楼的3D影
院，带上3D眼睛。哇，好清
晰、立体的电影宣传片，使
我们形象地了解未来十年
泰安的变化。

十年后的泰安是什么
样的呢？沙盘模型清晰地展
示给了我们，站上大大的玻
璃台上，脚下顿时灯光闪
耀，好惊讶，泰安竟然如此

的美丽！美妙的声音介绍未
来的泰安，娓娓道来。

我们来到一楼，解说员
阿姨站在大型木板浮雕面
前，介绍了自盘古开天辟地
以来古代的帝王封禅泰山
的浩大场面，祈求上天国泰
民安。

通过此次参观，了解了
泰安未来的规划，相信我们
的明天会更美好。

文化路小学 李子超

明天会更好

抓起沙子

来作画

我是小小主持人

本报泰安3月2日讯(记者
白雪) 4日，本报将组织小

记者团前往淄博哈梦王国儿
童体验教育中心，它是山东
省最大规模的、最具影响力
的儿童职业体验品牌，想让
孩子在动手实践中，认知更
多社会职业，增强孩子动手
能力和思考能力，那就抓紧
报名，一大一小仅需260元。

哈梦王国儿童体验教育
中心，是目前中国高端儿童
职业体验教育中心，是3-12
岁儿童的优质社会实践基
地，能有效弥补传统教育的
不足，这里100%还原美国19
世纪社会真实场景、美式装
饰元素、有着定制西部风格
体验店，这里的体验教育有
安全教育、健康教育、生活常
识穿插其中，让知识更有趣
味，让孩子在动手实践中，认
知更多社会职业，增强孩子
动手能力和思考能力，此次
行程还可免费参观中国陶瓷

博物馆。
小记者畅游哈梦王国行

程如下：
3月4日(正月十四)早7：

30准时出发(集合地点另行
通知)，乘车赴【哈梦王国】
(车程约2 . 5h)，车上展开互
动小游戏，跟随带队老师一
起熟悉今天的活动环节，让
孩子们更加了解这次活动。

抵达目的地后，领取DB
(钱币，和小记者一起开始职
业体验活动，场馆里面共有
三层，有40余个梦幻体验场
馆，共有60多种梦想体验职
业。除了常见的消防、安保、
护理、寿司、汉堡、披萨制作，
更有浓郁美国西部风格体验
店：印第安猎手，牛仔牧场，
加州旅馆，马术俱乐部等，对
于喜欢魔术、高科技的同学，
这里还有霍格伍兹学院魔
法、追梦号轮船，空军一号飞
机等，更有口腔护理、地震模
拟等，可以让孩子们在游玩

中，学到更多的生活常识和
安全知识。此次活动不含午
餐，需在王国里面自行午餐。

14:30到16:00乘车抵达
中国陶瓷博物馆(车程约10
分钟)，淄博市陶瓷博物馆是
目前国内展示面积最大、品
种最齐全，展示水平最高的
现代化陶瓷博物馆之一，展
示了从新石器时代的后李文
化至今8000多年以来，淄博
出土、生产和收藏的各类陶
瓷精品2500余件。

16：30分参观结束返程。
此次活动价格：小记者

180元/人(3-12周岁)、小记
者家长80元/人，非小记者
200元/人，非小记者家长100
/人。

费用中包含往返交通、
景点第一大门票、全程优秀
导游服务及保险。

小记者在各自QQ群内
报 名 ， 报 名 电 话 ：
18553827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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