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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1月11日讯(记者
孙帅) 1月9日，本报小记者团组
织了20组小记者家庭，上午走进
济南九顶塔国际滑雪场学滑雪，
午后参观中华民俗欢乐园感受
自然。本次活动加深了亲子间的
交流，帮助小记者们掌握了滑雪
的技能，还给了小记者们一次和
动物亲密接触的机会，获益颇
多。

早上六点，20名小记者准时
集合完毕并赶赴九顶塔国际滑
雪场。不少小记者是第一次体验
滑雪，对即将开始的滑雪之旅充
满了期待。

初进雪场，小记者们难掩兴
奋之情，跃跃欲试“好大的滑雪
场，我要从最高处滑下来。”邓昌
浩小记者指向山说。在雪场专业
教练的带领下，小记者们开始热
身并学习基本的滑雪方法。

虽有教练和家长的指导，还

是难免摔跤。摔倒几次后，很快
有一些小记者掌握了基本技巧。

“我可以自如的掌控速度了，滑
雪板互相靠拢一下，速度就会加
快，从山坡上滑下来的感觉太刺
激了。”小记者文方旭最先掌握
了滑雪的技巧与方法，很快便成
了雪场上的小精灵。不少家长也
加入到滑雪中来，雪场上虽然寒
风凛冽，却不断传来笑声，闪现
了很多温馨的亲子瞬间。

午餐过后，小记者走进九顶
塔中华民俗欢乐园参观，和动物
们来了一次亲密接触。“快看，这
里还有羊驼、鸵鸟呢。”“这种装
饰是傣族风格。”……小记者们
一边走一边拿出手中的相机，把
最美的一刻留在相机里。

此次活动受到了家长和小
记者们的一致称赞，大家都表示
虽然很累，但也很享受，下次还
要来参加小记者团的集体活动。

小小记记者者团团新新年年首首聚聚，，亲亲子子游游戏戏温温馨馨多多

本报济宁1月10日讯(记者
汪泷) 9日上午，在济宁高新区
科技图书馆，齐鲁晚报三位资深
记者做客由济宁移动独家冠名
的和讲堂，为前来的小记者和听
众们分享了他们从业以来，身为
一名记者所经历的精彩瞬间。

本期和讲堂的主题为“聊聊
和记者有关的那些事儿”。讲座
伊始，齐鲁晚报记者黄广华就走
上讲台，当他打开PPT的时候，大
屏幕上打出了“在写作中放飞梦
想”这几个大字。在他的讲述下，
不少小记者们想起了2011年发生
在江苏省徐州市沛县的校车事
故。

当时亲临一线进行采访的
黄广华，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
小记者们还原了一场事故新闻
的采访过程。深夜抵达校车事故
现场、凌晨在网吧将稿子传回报
社、在检测场意外发现事故校
车、和孩子家长们回忆当时的情

况。此时台下的小记者们才意识
到，原来报纸上那一篇篇看似简
单的文字、照片背后，其实隐藏
着采访现场的各种困难。

随后登场的记者姬生辉，先
拿起话筒向小记者们提问：“你
们认为谁是最美的人？”回想起
一早起来给自己做早饭的妈妈、
每天接送自己上下学的爷爷、站
在讲台上不辞辛苦的老师，懂事
的小记者们一一说出了他们心
中的“最美”。而这与姬生辉的讲
课主题交相辉映，他带来了自己
一手策划的齐鲁晚报·今日运河
大型公益活动“最美济宁人”的
评选故事。

为白血病女儿发微博寻求
帮助的母亲、在火灾救援中牺牲
的消防战士、陪伴孤独症孙儿求
学五年的爷爷，姬生辉通过他曾
经采访过的对象，却为小记者们
传达了这些普通人是如何绽放
着“最美”光芒的。这些生动的真

人真事，也让小记者和家长们感
触颇深，“最美济宁人的事迹让
我们感动，他们虽然都是普通老
百姓，但我认为他们却又是老百
姓中间的真英雄。”家长李先生
说道。

最后站上讲台的马辉，则和
小记者们分享了他曾参与的公
益活动“千里走运河”的采访经
历。看到照片中浩浩荡荡的船
队、运河畔热闹的街市、船上人
家的衣食住行，当听到记者因为
在船上而三天都没机会洗个澡
时，小记者都开玩笑的说道：“原
来船上生活那么不方便啊。”

多观察、多实践，走进人物
的内心，勤写作，在讲座的最后，
三位记者都给予现场的小记者
和家长们许多有关于阅读、写作
的建议，不少小记者不仅仔仔细
细的记下来，讲座结束后还兴高
采烈的和三位“大记者”一起合
影留念。

穿上火红色的齐鲁晚报
小记者的马甲，戴上火红的帽
子，特别是脖子里挂上漂亮的
齐鲁晚报小记者证。我心里美
滋滋的。

当齐鲁晚报的小记者两
个月了，我参加了小记者团组
织的许多活动，学到了很多知
识。在金山拓展训练基地，我学

会了自卫和灭火，还有站军姿，
懂得了做事要守则、坚强；在美
猴动漫基地，了解了济宁古代
的许多民俗文化，体验了7D、
9D等现代科技带给我们的震
撼；在恒大名都的联欢会上，我
们勇敢地站上舞台，展示自己
的精彩。通过这些活动，我还交
结了许多好朋友，漂亮有才的

赵高远、帅气温暖的魏家佩、可
爱活泼的吴一鸣，当然还有最
帅最帅的孙帅记者。

作为小记者还可以投稿，
使自己的文章在齐鲁晚报上
变成铅字，让我很自豪！

当小记者让我开阔了视
野，带来了快乐！欢迎你也来
参加哟！

1月10日上午，齐鲁晚报
小记者团举办了一次参观全
国一级派出所阜桥派出所的
活动，我们近距离接触和了解
了警察叔叔的工作过程，并观
看在文化广场举办的宣传活
动。

在派出所集合后，我们在
所长李伯伯的带领下和讲解
下进行了参观，先后到110接
处警大厅、会议室、办案区以
及装备室等场所进行了仔细
的观看。接处警大厅的大屏幕
上有各个地方的监控录像，警

察叔叔说，每个坏人都可以在
这上面找到他。这就是常说的

“天网工程”。办案区里面有信
息采集室和问询室等场所，里
面的设施很齐全，居然还有锁
坏人的板凳，相信每一个坏人
到这里来都能让警察叔叔改
造好。经过一个小时的场所参
观，我们大家在办公楼前合影
留念。

听警察叔叔说，今年是全
国110系统实行30周年的纪念
日，中区公安局在文化广场举
行了盛大的展览活动，有各个

派出所在现场进行展示宣传
牌，还亮出了专用的警察装
备，还有枪。更让我们兴奋的
是，居然看到了警犬，大家高
兴极了。最后，我们还观看了
由防暴队员表演的格斗、防暴
等特警训练。

今天的活动真是太精彩
了！让我感慨万分，有这么多
威武的警察叔叔来保护我们
大家的安全，维护社会的平
安。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
后也成为一名警察，为保卫人
民做贡献。

我是小记者
实验小学 二年级二班 邱子昂

参观派出所，体验警察生活
霍家街小学 二年级十三班 王一诺

听听三三位位资资深深记记者者分分享享新新闻闻采采访访的的精精彩彩瞬瞬间间

看到记者马辉一张张的
翻出自己在大运河上采访的
照片，生活在船上的经历让小
记者们好奇万分。

在其中一张照片中，小记
者们注意到两条船舶之间用
很粗的钢丝绳连接，而船员就
在这钢丝绳上来回穿行时，都
忍不住发出惊叹声：“船在河
上疾行，他们居然在钢丝绳上
如履平地啊！”看到小记者们
的好奇，马辉笑着告诉大家，
常年以船为家的船员们，水面
上的一切都难不住他们，而他
还指了指钢丝绳旁边的木板
说道：“但是对于咱们普通人
而言，即使通过这张木板穿行
于两条船之间，也非常困难。”

随后，小记者们看到了船
上人家平日里的伙食，四菜一

汤，虽然很简单，但在船上饮
食仍然让大家觉得很新奇。

“也不是像大家想的那么简
朴，船家做的饭有肉、有菜，当
然更多的还是鱼。”而有小记
者就忍不住的问道：“船上的
水难道都是从陆地上装好的
吗？”

听到这个问题，马辉回忆
当时的经历后告诉大家，原来
船上大部分时间用的水就来
自于船队经过的河流、湖泊。
每当到一些水质很好的湖泊
的时候，船员会用抽水管深入
到湖面一下几十厘米的地方，
抽取上来的水都很清澈。听到
这里，小记者更是瞪大了眼
睛，对这样完全有别于陆地生
活的经历充满了向往。

本报记者 汪泷

现场花絮———

船上生活让小记者很向往

星期六一早，我和妈妈凌晨4

点起床，参加齐鲁晚报小记者团
组织的济南九顶塔滑雪场滑雪活
动。我们是第一个到的，兴奋的完
全感觉不到冷。

大约行驶了3个小时，我们就
到达了目的地。

下了车后，我和小记者同学
们迫不及待的打起了雪仗。等叔
叔买好了门票，我们进了景区坐
上了上山的观光车，一会儿就到
了山顶的滑雪场，我和妈妈换上
了雪鞋，抱着雪橇和雪仗就去了
雪场，没想到我到了雪场就适应
了雪场，工作人员帮我把雪鞋穿
上，我就在平地上滑了两个来回，
感觉像小船在水里滑，等妈妈穿
好雪橇，我就缠着妈妈让我去山
坡上往下滑，妈妈担心我的安全
问题，说什么也不让我上去，让我
在平地滑就可以，我最后终于缠
的妈妈答应我上去了，我坐上电
梯就上小山坡了，到了山顶我是
既兴奋又开心，我像一阵风似的
嗖的一下就滑下来了，由于我不
会控制速度，下来的时候被狠狠
的摔了一跤，我到是没感觉到疼，
可是妈妈已经吓坏了，我给妈妈

说没事，我还要继续自己滑，妈妈
看我很认真的样子，就说为了我
的安全，还是为我请了一位很有
经验的教练教我滑雪，教练很负
责的教了我怎么控制速度，而且
还带着我滑了两次，第三次我就
可以自己滑了，而且也会控制速
度了，我自己来回滑了几次我就
累的不行了，我坐到地上歇了一
会就又滑去了，滑了两趟就已接
近午饭时间，我和妈妈说我下次
还要来滑雪，边说边笑着我们就
去吃午饭了，午饭后我和妈妈，阿
姨们还有小伙伴们去民族村游览
一下，阿姨说这是浓缩的56个民
族，也可以让我们了解各个民族
的生活习惯，我们到了胶东户家，
那里的奶奶自己蒸的各种各样的
动物馒头，特别好看 ，阿姨看我
们几个孩子爱不释手，就一人给
我们买了一个，我选了一只小老
虎，我非常喜欢，转眼时间真快，
到了我们集合的时间了，我们只
好下山了。

一天就在快乐，兴奋，刺激
中结束了，谢谢齐鲁晚报的叔
叔，阿姨们，期待下一次的集体
活动。

第一次滑雪
霍家街小学 二年级十二 高瑞谦

小记者们在教练的指导下学习滑
雪。本报记者 孙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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