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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小小站务员”活动让孩子们收获满满

德州汽车总站站场研学优秀作文选登

今天是令人难忘的

一天，不是国庆节、不是

中秋节、也不是重阳节、

更不是儿童节。而是我们

班第一次集体活动———

我是小小站务员。

早上，我来到学校，

大巴车早已在等着我们。

上了车之后，我找了一个

位置坐了下来。同学们都

到齐了，车子便出发了。

在路上，我们一起唱歌，

非常开心。

不一会儿，我们就来

到了德州汽车总站。车站

的叔叔阿姨们穿着整洁

的工装，面带微笑，站在

门口迎接我们呢！下车

后，我们排着队走进车

站，大屏幕上的字便映入

眼帘———“欢迎水芝班”。

叔叔阿姨的微笑，欢迎的

标语，都让我感受到德州

人的热情好客。

负责为我们讲解的

是一位漂亮的阿姨，她的

衣服和其他人不太一样，

我绞尽脑汁也没有想到

原因，后来她告诉我，她

是一位空姐，她带我们参

观了休息室、服务台……

可是我最感兴趣的是“售

票处”。

售票员阿姨坐在电

脑前，问清客人买去哪里

的票，打出地址的首字

母，再把身份证扫描一

下，一张车票便打出来

了。上面有姓名、时间、地

点、窗口号。售票员阿姨

打一张票需要6-16秒。这

效率真的是很高呀！看似

简单，实践起来却不易

容，我用了1分钟才打出

来一张票，离售票员的要

求还远着呢！

最后，我们参观了

“监控室”。监控员叔叔告

诉我们，车站中一共有
112个监控，24小时工作，

不留一个死角。监控室的

一面墙上，挂满了屏幕，

显示着每一个角落的画

面，看得我眼花缭乱。为

了保证旅客的安全，监控

室里的叔叔们每天都睁

大眼睛盯着屏幕，认真查

看每一个角落，直是太辛

苦了！

这次活动，我学到了

许多课本上没有的知识。

也提醒了我，一定要好好

学习文化知识，将来才能

为社会做出一点点贡献。

德德州州航航空空港港至至济济南南国国际际机机场场 5：00 6：30 8：00

9：30 11：00 12：30 14：00 15：30 17：00

济济南南国国际际机机场场至至德德州州航航空空港港 9：30 10：30 12：00

13：30 15：00 16：30 18：00 19：30 21：50
咨咨询询热热线线：：00553344--22777755555555

11、、22002200年年锦锦绣绣江江山山旅旅游游年年卡卡 112288元元//人人

22、、东东阿阿养养生生一一日日游游 5599元元//人人

33、、非非遗遗小小镇镇、、海海宁宁皮皮革革城城一一日日游游 5588元元//人人

44、、德德百百温温泉泉一一日日游游 9999元元//人人

55、、津津门门故故里里天天津津二二日日游游 119999元元//人人

66、、1122月月99日日日日本本双双飞飞66日日游游 44338800元元//人人

“小小站务员”
湖滨北路小学三年级 王智宸

指导老师 袁玥

什么是危险违禁品？如何才
算安全出行？X光射线行包安检
仪的原理是什么？11月1日，在“我
是小小站务员”站场研学活动中，
150名小学生带着一连串疑问走
进德州汽车总站寻找他们的答
案……

“我是小小站务员”站场研学
活动是德州汽车总站针对1至4年
级小学生开展的社会实践公益活
动。通过职业体验的方式，孩子们
可以走出枯燥的课堂，走进德州
汽车总站工作现场，学习科学知
识，感受大人们工作的辛苦，培养
安全文明出行习惯，从而树立良
好的学习观、就业观、人生观。

活动中，孩子们学习如何购
买车票、如何乘坐飞机及文明旅
游、如何邮寄快递及收取快件等，
活动结束后孩子们还写了游记作
文，现选登优秀作文。

站场研学活动联系电话：
0534-2283666 13573450117

我是小小站务员
新湖北路小学三年级 亓海亦 指导老师 田晶晶

周五下午，我们乘坐大巴车

来到德州汽车总站参观实践。

到了汽车站门前，一列身着

整齐工装的阿姨向我们致意，

哇——— 好震撼呀！

讲解员阿姨先带我们走进了

候车大厅，大厅内明亮整洁，两位

阿姨像是阅兵式上的仪仗队一样

站在服务台前，彬彬有礼。

讲解员介绍了很多我们没

有接触过的事情，比如：怎样自

己在售票机上买票，如何通过安

检闸机，妈妈小屋是为哪些人准

备的，客服电话如何拨打接听等

等。

然后，我们又参观了安检系

统，同学们都特别好奇，东摸摸，

西摸摸，为什么身份证放在识别

机器上，人只要站在显示器后面，

几秒钟后闸机就会自动打开了

呢？为什么行李放进安检仪后，会

出现各种颜色呢？一位负责安检

的叔叔一一给我们进行了讲解。

哦，原来看着很轻松的安检，里面

有这么奇妙的技术啊！

我们在讲解员的带领下还参

观了航空港、安全监控室，看到了

一整面墙都是电视的监控系统和

消防监控系统，学习了乘坐飞机

的知识，知道了什么物品可以带

上飞机，什么不能带上飞机，手

机、电脑还有充电宝是要随身携

带的，刀子、打火机还有杀虫剂是

不能带上飞机的。

最后，我们小组在安检仪进

行了体验，识别了危险品的种类，

体会到了叔叔阿姨们工作特别辛

苦，他们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让

人敬佩。

体验结束后，讲解员阿姨为

我们颁发了结业证书，同学们通

过这次活动，大开眼界，也体会到

了大人们工作的艰辛。

在汽车站叔叔阿姨们的欢送

中，我们恋恋不舍的登上大巴车

返回学校。

11月1日下午，我们三年级

走进了德州汽车总站进行研学

活动。德州市汽车总站是国家

一级客运站，与我们的国家共

同经历了七十载，才成为现在

拥有现代化、服务优质的客运

站。

“什么才算安全出行呢？”

“ X 光 线 是 如 何 检 查 行 李 的

呢？”带着问题我来到了汽车总

站。下车以后，讲解员阿姨给我

们进行了细致分组。走进一楼

大厅，映入眼帘的是总服务台，

这是为人们提供咨询和服务的

地方，这里的阿姨总是面带微

笑，友善地为大家解答各种问

题。

第二站我们到了自助购票

及人工售票厅，了解如何购买

车票乘车，这是最重要的一环，

实行“三比对”实名制购票乘

车。我了解到售票的阿姨每六

小时就要挥手一万次，说话一

万多句，非常辛苦，我要为她们

的敬业精神点赞！

第三站，我们到了安全生

产综合监控中心。这里能全覆

盖零距离看到车站的每一个角

落，所以从建站以来一直保持

安全零事故的记录，这时我的

心中肃然起敬。

随后，我还了解了佳佳快

运的物流知识，航空服务的文

明出游。最后，我们进行了最期

待的特色体验活动，我体验的

是当一名检票员。来到了检票

口，阿姨做了仔细地讲解，进站

时要车票、身份证、车次三比对

才能通过去乘车。然后又体验

了在轧机上核对信息和数票

根，我体会到想做好任何一件

事都不容易。

时间过得可真快啊！研学

在不知不觉中就结束了。活动

结束后，阿姨还给我们颁发了

结业证书。真是难忘的一天，让

我想起了进入大厅看到的第一

句话“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

都是追梦人”，我也要向着自己

的梦想不断努力，继续奔跑。

站场研学—我是小小站务员
新湖北路小学三年级 傅天岳 指导老师 田晶晶

周五下午，我们三年级去

德州汽车总站参观，参加了很

多有趣的环节。

首先，我们去大厅参观，

大厅里有很多工作人员，他

们为我们讲解。然后我们来

到了一个叫“妈妈小屋”的房

间，工作人员对我们说：这里

有空调和床，还有好多玩具，

是专门为孕妇和哺乳的妈妈

准备的。然后，我们来到了自

助取票处，在这里，我们学会了

如何取票。

跟随工作人员，我们来到

了安检处。叔叔告诉我们：易燃

易爆物品和刀具是不能带上车

的。接下来，我们走进了售票

室，看到了里面的阿姨在忙碌

地工作着。后来，我们又参观了

检票口、车场、航空港和监控

室，这些地方很有趣，我们学到

了很多知识。

最后我们分小组体验。我

们组来到了安检仪，认真倾听

叔叔的讲解，我看到屏幕上显

示的物品好清楚啊！旅客们包

里的东西在这里一览无遗。这

个安检工作太重要了，这保证

了我们的乘车安全。

这次站场研学给我留下来

深刻的印象，也让我学会了很

多的知识，希望下次还有机会

来德州汽车总站参观。

站场研学
新湖北路小学三年级 郝天佑 指导老师 田晶晶

德州汽车总站北翼楼二层

建筑面积：100M2—2400M2

房屋概况：简装(公共设施完备)

位置优越 交通便捷

德州汽车总站位于主干路东风中路繁华地段，地理位置优越；

毗邻德百华联商厦、人民公园、德州火车站，12条公交班线经过。

商业发达 资源丰富

德州汽车总站地处老城区商圈，紧靠华联商厦，周边分布布匹、

机电、小商品等市场，总站年旅客发送量逾百万，周边社区密集。

老牌国企 信誉保障

德州汽车总站隶属德州交通集团，老牌国企，实力雄厚，

品质信誉保障，创业人士的不二之选。 招商热线：0534-2616261

更更多多出出行行线线路路请请拨拨打打

咨咨询询电电话话：：00553344--22228833666666

部部分分旅旅游游线线路路

航航空空港港
鲁鲁西西冀冀东东唯唯一一城城市市候候机机楼楼——德德州州

汽汽车车总总站站航航空空港港，，办办理理机机票票、、机机场场巴巴士士、、登登
机机牌牌、、航航空空快快递递等等业业务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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