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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去东海边，可以去上海滩，还可以去成都

三款主题夏令营，等你入列
荆门晚报讯（记者曹国兵）还有一
个多月就到暑假了，本报从锻炼孩子的
毅力、观察力、交流能力出发，精心设置
了三组夏令营，三条夏令营线路正在火
热报名中。
这个夏天，荆门晚报将组织学生走
进“东海少年兵军事夏令营”，以勿
忘国耻为主题，感受盐文化、体验

荆州采风
小记者 李梓轩 高新小学二（3）班
五一小长假，我们去荆州古城采风。
在去的路上，我们每个人都进行了才
艺表演，我们一路欢声笑语。 不知不觉就
来到荆州古城了，先到博物馆，那里人很
多，我们要跟在老师后面。 我们看到很多
文物，听了解说员的介绍，我们仿佛穿越
到了一千多年前。 第二个景点是古城墙。
它的规模真大，有八个大门，两个小门，分
为三层，外面是水城，水深 4 米；中间是
砖城；里面是土城。 古城是保护最好的一
个。 最后我们来到了长江大学，我感受到
了学习的重要性，还品尝了很多美味。
这次采风， 让我收获了很多知识，结
交了很多朋友。虽然天有点热，我有点累，
但是我们感到很开心。

荆州行

海军战士的一日生活养成； 登上舰艇，
了解舰上官兵生活； 抢滩登陆大作战，
和教官一起组成特战小队。 赏东海，找
寻最美的日出；听东海，星空下的露营；
闹东海，沙滩篝火释放自我；戏东海，感
受速度激情；梦东海，海洋梦主题画板
创作；敬东海，登台祭祀感恩大海。
上海励志·迪士尼夏令营将走进上

有一座塔，比许多的遗迹还要古老；有一
座塔，比建壮的大树还要挺拔。它，就是东
宝塔！
东宝塔，建于隋朝时代，到现在已有
1000 多年的历史，塔高 33.3 米，七层八
角，底层门楣上刻着“长林头角”四个大
字，寓意它是当时长林县治的头角。 建塔
者为陈德安。
为了让我们了解我们所居住的城市，
这个假期，小记者团来到了东宝山森林公
园参观，让我们了解家乡、读懂家乡、热爱
家乡。这次参观活动让我最难忘的就是东
宝塔了，当我看见这个塔时， 感觉十分豪
迈，无论是它的拔地而立，还是它的突出
有型，都显示了这一点。还有，东宝塔让我
想到了一句诗：“危楼高白尺， 手可摘星
辰。 ” 看看它的四周，是一排排高大健壮
的树构成的
“城墙”，显得勃勃生机。 被包
围在这种郁郁葱葱的环境里，丝毫没有违
和感，倒成了大自然的一部分，从中可以
看出，古代工匠是多么的有智慧。
东宝塔给了我许多感触，它是我们古
文化的瑰宝，我们应该珍惜它们。 让我们
从现在做起，做保护文物的保护人！
（指导老师：阮建辉）

小记者 杨玉龙 白云路小学二（5）班
盼望已久的五一小长假终于来了，因
为身为小记者的我，要随着小记者团一起
到荆州采风啦！
早早的， 妈妈就带着我来到集合地
点，这是我第一次独自出门，有点紧张，也
有点期待。 一路上，小伙伴们兴高采烈地
做着互动小游戏，虽然我有点晕车，还吐
了，但丝毫不影响我的好心情。
两个小时的路程很快，看着眼前的古
城墙和墙上的两个大字“荆州”， 我好兴
奋，这就是三国中的荆州城吗？ 和荆州的
小记者们一起参观了荆州博物馆，在博物
馆里，我们看到了好多珍贵的文物。 讲解
员用她丰富的专业知识讲述了许许多多
的历史故事，让我们了解了荆州这个古城
悠久的历史和百年的沧桑，其中锋利的古
剑和上了央视寻宝节目的玉履面让我印
象最为深刻。
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很快过去了，我们
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博物馆，来到了荆州的
古城墙，了解了古代的荆州人是怎样防御
敌人的进攻保卫家园的。
转眼到了中午， 老师带领我们来到
长江大学。 在长江大学宽敞干净的食堂
里品尝着自助餐。 接着老师又带着我们
参观了美丽的校园，每个景点都给我们
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我心里想，一定要
好好读书，将来也在这样的大学里学习
生活。
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我们就要
回家了。 我心想，以后我有机会一定会再
来看看这座古城！
（指导老师：李蝶）

东宝塔
小记者 李思哲 名泉小学六（2）班
有一座塔， 比我们的住所还要高大；

走进东宝山森林公园
小记者 杨羿辰 象山小学二（4）班
今天阳 光 明 媚 ， 早 上 八 点 半 ， 我 就
和妈妈来到月亮湖广场。 远远地就看到
“小记者”的旗帜迎风飘扬，我的心情无
比激动，这可是我第一次参加小记者活
动哟。
九点钟， 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出发
了，走过一段吊桥，便开始爬山。虽然山很
高、台阶很陡，但我和同学们在一路欢声
笑语中爬完了所有的台阶， 来到一个很
漂亮的亭台前， 老师兴致勃勃地告诉我
们这就是读书台。 北宋时期孙镛在东宝
山上构筑东山书院，供当地子弟上学读
书。 宋代的荆门，人杰地灵，文运兴隆，
人们赞东宝山塔是“荆门的头角”，称东
山书院院址为“荆门的根基”。 乾隆年间
在东山书院原址兴筑了读书台，为荆门
历代学者名流树碑立传。 接下来老师又
给我们讲了荆门本 地 的 三 位 烈 士 的 故
事， 他们三位分别是石桥驿的胡孟平、
沈集的张俊之和五里的靳振英，他们牺
牲时都只有二十多岁。 我们集体默哀，
向革命烈士致敬， 感谢他们用生命换来
了中国的繁荣。
我们爬到山顶，来到了东宝塔。 东宝
塔是荆门现存的唯一一处具有千年历史
的地面文物。 它建于公元 593 年，它的年
龄比”荆门”还大 212 岁，宝塔通高 33.3
米，底部周长 30.6 米，七层四面八角，是
湖北省保存完好的地面古塔之一。 站在
塔底，我猜想，我站立的地方，该有多少
人站过？ 有宽袍大袖的古代游客？ 也有行
色匆匆的赶路人？ 东宝塔，有多少人仰望
过你的雄姿？
今天的活动真有意义， 这是我爱我
“家”·我带爸妈读荆城的第一站， 请大家

海科技馆、上海外滩、上海金茂大厦、上
海影视乐园、上海朱家角古镇，玩转上
海迪士尼乐园等地，感受上海风情。
成都天府文化之大熊猫研学之旅，
来一场大熊猫
“科学考察”。博物馆奇妙
夜，专为你特别开放的夜晚探险；巴蜀
文化、草堂遗风，为你讲解天府之国；当
火锅遇上川剧，美食是成都文化的重要

期待我的下一次介绍吧。
（指导老师：陈丽）

名片；城市地标生存挑战……
报名要求： 全市 7 岁—14 岁身体
健康的中小学生，服从老师管理，有迎
难而上的吃苦精神。 咨询电话：
15972616766（周老师）、18672431836
（赵老师）、15972688858（薛老师）。 欢
迎广大学生和家长关注“
jmwbxjz”荆
门小记者微信号获取更多夏令营详情。

比赛结束后，我和妈妈分析了一下失
败的原因。 虽然没有得到名次和奖品，但
我仍然很高兴， 我相信下次会继续加油
的。
（指导老师:宋玉芳）

纸飞机大赛
小记者 李米丫 名泉小学二（4）班
星期六下午，天气晴朗，我和妈妈一
起到天鹅广场参加小记者活动。
当我到达的时候，小记者的队伍已经
排起了长队， 首先我先到老师那里签到，
签完到后就加入了小记者团的队伍当中。
不久，小记者都到齐了，老师宣布本次活
动开始，我们纷纷拿出自己的采访本记笔
记。 这次的活动主题是折纸飞机，老师讲
完这次活动目的后，就让我们开始折纸飞
机。 我拿出事先准备的纸和彩笔，按照之
前爸爸教我的折纸飞机的方法，一会儿就
完成了一个纸飞机。 然后我拿出彩笔，在
飞机上面画上了喜欢的图案，并写上了一
句我想说的话：
“加油，我自己！”写上这句
话后，我的纸飞机制作就完成了，但是比
赛还没开始，于是我就在妈妈身后练习放
纸飞机。
大约十分钟， 老师召集我们集合，说
比赛开始了， 于是我们所有人全都围着
比赛场地坐了下来。 比赛分组进行，每十
人一组，各自拿着自己的飞机飞，飞得最
远的获胜。 轮到我了，我跟我的小伙伴们
站在了一排，老师说开始，齐刷刷的，飞
机全都飞出去了， 但是最后我的飞机并
不是最远，当时我有些失落，但是妈妈告
诉我：“比赛虽然没赢，但是重在参与，友
谊第一，比赛第二。 ”听了妈妈的安慰，我
的心情顿时好了， 继续拿着我的飞机练
习，争取下次比赛能取得好成绩。
此次活动， 激发了我们的创造热情，
也提高了我们的动手能力和对科学的兴
趣，让我收获多多。

折纸飞机
小记者 官雷骅 掇刀石小学三（6）班
星期六，我参加了小记者折纸飞机的
活动。
早上出门前，我带了几张白纸和彩色
纸，准备大显身手展示我的折纸技术。 妈
妈带着我坐车来到了天鹅广场，小记者们
早早地就在这里等候了，今天参加活动的
人还真多！ 九点活动准时开始，老师给我
们讲解了本次活动的目地和意义， 也讲
解了怎么折纸飞机。 听完之后就开始分
组进行折纸活动。 我先折了一个纸飞机，
试飞了一下，飞得还很远。 我又准备了另
一个，希望能比前一个飞得更高更远。 我
看小记者们一个个玩得不亦乐乎。 比赛
开始了，十人一组，老师喊到:“一、二、
三，飞。 ”我们的纸飞机就飞起来了，像一
只只美丽的蝴蝶，上一只下一只，左一只
右一只。 可是我的飞机并没有飞太远，而
是落在别人的后面，我没有得到名次，心
里还真有点儿失望。

有意义的活动
小记者 柴姝琳 名泉小学三（6）班
“
叮……”在一阵闹钟声中，我和妈妈
迅速起床洗漱之后，带着淘宝活动需要用
到的物品和小记者装备匆匆来到活动地
点——
—市体育文化中心广场。
在老师的简单介绍后，我们小记者分
男女依次来到空地上拿出垫布铺在地上
后就把自己带的东西摆上了。
随着老师的一声
“活动开始”，这里顿
时热闹了起来， 大家有的到别人的小摊
上光顾起来，有的守着自己的小摊坐等
别人上门，我也拿着自己的水晶粘土和
一个小朋友完成了第一次交换。 这次的
成功给我很大的信心。 我再次信心满满
地在别人的小摊上看了起来。每当我看
到自己想要的 东 西 ， 就 会 回 到 自 己 的
摊上拿上别人 也 许 感 兴 趣 的 东 西 和 他
们交换。 不一会儿，我带来的东西都交
换出去了。 我十分兴奋，可是活动还没
有结束， 所以 我 迫 不 及 待 地 拿 出 一 本
书看了起来。 终于，大家的物品都交换
完了。
本次活动我得到了好几本新的书和
一些玩具， 还收获了一份珍贵的友谊，我
十分兴奋！

淘宝
小记者 边子和 十里牌小学三（1）班
今天，我们在市体育文化中心广场举
行淘宝活动，活动现场热闹非凡。
离活动开始还有半小时的时候，就已
经有很多小记者到老师那儿签到了。 我
刚铺好垫子，把东西整理好。只见一个小
女孩走过来想跟我交换东西。成交后，我
心里暗暗高兴：第一笔生意做成了，我迫
不及待地想做第二笔了。于是，我随手拿
了个东西，跑到别人的摊上去串门。就这
样，你来我往，我的生意越来越红火了。
没多久，我的摊上就剩下几本比较薄
的书了。 到活动结束时，摊上已经一无所
有。 再看别人的摊子，还有好多东西没有
交换出去呢！
我换来的图书有《图画捉迷藏》《我的
壁橱里有个大噩梦》《科技知识动漫》《坚
定的锡兵》《没头脑和不高兴》《小鲤鱼跳
龙门》和《友谊魔法》，玩具有一个小鸡发
卡、一个小兔子布娃娃、一盒拼图、一匹玩
具小马和一把小伞。
今天真是开心又有意义的一天，我不
仅淘到了喜欢的
“
宝贝”，还交到了很多朋
友， 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大胆和别人交流，
勇敢地展示了自己！
（指导老师：陈文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