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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本周双休日走进新视力训练营
荆门晚报讯 （记者曹国兵 通讯员
汪耘）随着电子产品的发展，无论是家
长还是孩子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低头族，
而保护眼睛成了大家关注的话题，为了
让小记者认识到爱眼护眼的重要性，让
家长更好地了解相关常识， 本周双休
日，荆门晚报小记者团与新视力护眼中
心联手共同组织小记者走进新视力训
练营。

小仓鼠
小记者 王玉珏 十里牌小学二（7）班
我养了两只小仓鼠， 一只全身雪白，
我叫它“小白”，还有一只全身黑乎乎的，
我叫它“王子”，它们是一对。
它们都有着小小的耳朵，圆溜溜的小
眼睛，全身毛茸茸的，很可爱，它们住在一
个有滑滑梯和跑步机的双层笼子里，每天
在它们的小房子里快乐地窜上窜下。 每
次，我一蹲下来，它们就兴奋地跑来跑去，
一直抓笼子，像是在说“小主人，我饿了，
我饿啦”，我就喂给它们蛋白粉做成的“小
虫子”：玉米、燕麦，还有青草。有一天，
“
王
子” 不知什么原因一直咬“
小白”， 后来
“小白”蜷缩在角落里，一动不动，我放学
呼唤了它很长时间也没有反应。我和妈妈
还有小舅舅带着小铲子把它埋在了门口
的大树下。
这就是我可爱又顽皮的小仓鼠。
（指导老师：马冬旭）

水仙花
小记者 鲁艺婷 竹园小学三（4）班
有人喜欢洁白的荷花，有人喜欢粉红
的桃花，有人喜欢娇艳的玫瑰花，而我却
对水仙花情有独钟。
水仙名字真美， 就像水中的仙女，它
还有一个名字也很美，叫凌波仙子。 又因
冬季开的花很少，所以水仙又成了人们最
喜欢的春节花卉。
每年入冬以后，我都会和爸爸妈妈一
起到花卉市场挑选饱满的水仙球。水仙的
花球并不漂亮，乍一看去就像是放大了好
几倍的大蒜头。 水仙花喜欢水，养水仙花
不需要一粒泥土，只需要用几颗漂亮的鹅
卵石固定住水仙的球根，再加上充足的水
就可以了，经过一段时间，水仙球就会长
出像白胡子一样的根须。在球根的顶端叶
子也开始悄悄发芽， 大概二十天左右，叶
子就慢慢长大了，不仔细看你会觉得像蒜
苗，只不过比蒜苗要更加肥厚碧绿。 随着
叶子一起长大的还有花苞，再过个十来天
花苞就从一片片绿叶中苏醒，五片白色的
花瓣簇拥着金黄的花蕊，像一个个白玉雕
成的晶莹剔透的瓷杯。
水仙花很香。只要在水仙盛放的日子
里，家里就像喷了香水一样，娃娃呀、衣服
呀……全都是水仙的香味。难怪诗人会说
“
澹墨轻和玉露香，水中仙子素衣裳。 ”
我喜欢美丽幽香的水仙花，我要把你
永远记在我的心里！ （指导老师：鲁维）

美丽的校园
小记者 徐小奇 名泉小学五（2）班
我们的校园就像一个大花园，如此美

新视力训练营是一家户外和室内
相结合的开放式营地标准建设的视力
康复训练中心和基地。 该营结合人体眼
脑的视觉自然规律，眼、脑、手、心、智五
轴一体化，通过一系列科学训练流程和
互动， 结合 PRR 强化与固化视力纠偏
和提高， 让视力快速恢复正常并固化。
同时训练营也是学生户外拓展、社会实
践、花果采摘、体育休闲的首选地。

丽，如此可爱。 我们每天在这里快乐的学
习，汲取知识，茁壮成长。
春天，校园里生机勃勃，春意盎然。小
草从地下探出绿油油的小脑袋，为校园增
添了一抹新绿。各种树儿都穿上了绿色的
衣服，在春风中翩翩起舞。 小鸟成群地站
在树枝上，唱起了春之歌，好像在为树儿
伴曲。
夏天， 校园里的花儿像是卯足了劲，
都竞相开放，争奇斗艳。红的像火焰，白的
似雪花，黄的赛黄金，粉的胜彩霞。 马上，
一年一度的花儿选美大赛就要拉开帷幕，
穿梭其中的蜜蜂、蝴蝶就是最好的观众和
评委。
秋天，雨后天晴，秋高气爽，树叶沙沙
作响，把校门映衬得更加典雅朴素。 树叶
由青渐渐转黄，秋风轻轻一吹，树叶纷纷
掉落下来。 地上铺满了厚厚的黄叶，大地
像穿上了一身黄色的外套，准备抵御寒冬
的到来。
冬天， 雪花像晶莹剔透的小精灵，调
皮地落在操场上，落在教学楼上，落在我
们身上。 雪粒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五彩
斑斓。
我爱我们的校园， 就像爱我的家一
样。
（指导老师：李美玲）

春天
小记者 张芷萱 楚天学校二（6）班
春天是个插花的小能手，插出粉色的
桃花，像一个害羞的小姑娘；插出了黄色的
迎春花，像报喜鸟的小鸟们；插出了红艳艳
的牡丹花，像高贵的女皇……真美丽啊！
春的风轻轻地，好像一层薄薄的纱在
空中飘着，花儿好像在风中舞蹈，可爱的
大雁一群接着一群从遥远的南方飞了回
来，好像是拖着春风捎来了信，告诉人们
春天来了。
春姑娘给大地铺上了一层又绿又软
的地毯，可爱的小朋友们在软软的、绿绿
的地毯上打着滚， 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
受着春天的气息，乐到了心田里。

阅读的乐趣
小记者 张子宜 掇刀石小学三（6）班
今天，我吃完晚饭后，对妈妈说：“我
们一起去超市的图书角看书吧！ ”妈妈很
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
我们来到了超市的图书角，我挑选了
一本我最爱看的书——
—《神笔马良》，书的
第一页内容就深深地吸引了我， 我津津
有味地读了起来， 书中马良是一个善良、
穷苦、爱学习又勤奋的孩子，他想成为一
个画家，他常常走很远很远的路到学馆里
看画师画画， 当他忍不住去请教画师时，
他却被画师瞧不起， 还被画师吐了唾沫，
但是马良很有志气，他就用枯树枝、草根、
木炭在沙滩上、河边、墙壁上刻苦练习。一

此次活动主题：远离手机，亲近大
自然。 活动内容：体验室内花球（彩色网
球、彩色乒乓球、彩色羽毛球）系列、射
箭系列、天文望远镜、认识百种名贵花
果植物、护眼科普讲座、免费验光检查
等。 活动时间：5 月 18 日上午 8:00 集
合， 8:30 活动开始， 下午 2:00 集合，
2:30 活 动 开 始 ；5 月 19 日 上 午 8:00
集合， 8:30 活动开始。 集合地点：荆门

年又一年，马良从未间断过，他画的各种
各样的图案都很逼真。 正当我看得入神
时，妈妈突然喊：
“宝贝，我们回家啦！ ”我
不舍地放下这本书，妈妈看着我不舍的样
子，便说：“那我们买下这本书，带回去看
吧！ ”听到妈妈的话语，我高兴地跳了起
来。 我走在去收银台的路上，忍不住边走
边看，直到走到收银台前，才把书折了个
记号，给了收银台阿姨。
出了超市门口后，我心里还牵挂着那
本书， 因为马良的刻苦勤奋和坚持深深
地感染了我， 我以后也要向马良学习，只
要有梦想，就一定要坚持刻苦练习，这样
才能实现。
读书真好， 它带给了许多知识和快
乐。
（指导老师：张忠权）

桂林游记
小记者 曹全钦 实验小学三（2）班
过年期间，爸爸、妈妈和我一起去旅
—桂林。 人
游了。 去的可是有名的地方——
人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那就让我们一起
去看看吧。
来到桂林后，我们旅游的第一个景点
是象鼻山，这是桂林的象征。 我们来到了
象鼻山的对面，讲解员讲解道：“这座象鼻
山是大自然的馈赠。很久以前，这里是一片
汪洋大海，这里的岩石经过海水的冲洗、腐
蚀、风化就有了这座象鼻山。 ”接下来的旅
游景点是银子岩，这是桂林市最大的溶洞，
“
一柱擎天”，可有二十
里面让我惊讶的是
八米高呢！ 还有世界上最大的
“
冰淇淋”，看
着就让人想爬上去咬一口， 可惜这些只是
钟乳石，根本不能吃。
我们到了暴普文化博物馆。 走进门
里，第一眼就看见了一条沧龙化石，那可
是海洋界的“
霸王龙”。我们还看见了许多
钻石、宝石和貔貅，简直目不暇接。下一个
旅游景点可让你大开眼界，这里是漓江的
上游，水质清澈，可见河底的鱼儿。世外桃
源的桃花不论在哪个季节都会向你张开
笑脸。 我们坐在船上观赏着两边的风景，
忽然前面有一座小桥，里面有一个深不见
底的溶洞。 我们划着船进去了，里面黑得
看不到座位对面的人。 划了一段距离后，
可以看见一道若隐若现的光，看上去神秘
又刺激。
最后一个景点， 我们来到了北海银
滩，这个城市以珍珠闻名于世。 我们来到
海边，欣赏着海边的风光，那里有许多贝
壳，五颜六色，游客们见多了，都不理睬这
些贝壳，贝壳只好寂寞地躺在那里。
你说，桂林是不是很美？

难忘的记忆
小记者 郭怡涵 望兵石学校五（1）班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喜欢傍晚到附
近的小广场上走一走。 因为那里人多，没

植物园南大门正对面小广场。 活动要
求：小记者参加活动请带上采访装备和
饮用水，不要迟到；三场活动，小记者可
任选一场参加，家长可陪同参与；活动
结束后小记者需上交一篇参观体验文
章。 小记者如果遇到与课外辅导班相冲
突的可自行调节活动时间。
小记者参加活动，如果不知道集合
地点，可与薛老师（15972688858）联系。

有人注意你，也没有人在意你。
那是一个吹着点冷风的日子，我照旧
漫步在小广场上。 那天，小广场上只有几
个人在健身器材上锻炼身体。 此时，我看
到一个老人孤苦伶仃地坐在地上，身上的
衣服破烂不堪，面前摆着一个破碗。显然，
他是一个乞讨者。 我掏了掏衣兜，走到他
面前蹲下来，在那个空空的碗里放了五枚
硬币。他望了望我，露出了感激的眼神。我
微笑着说：“老爷爷，我只有这么多了。”他
非常开心，端着那个碗笑不出声音来。 原
来他是个哑巴。其中一个锻炼身体的大妈
说：“小姑娘，那是个骗子，下次别给他钱
了。”我只是对那大妈微微一笑，并没有说
什么。
这时，一个小女孩走过来了，她的脸
被冻得有点红， 手里紧紧抱着一个储蓄
罐，她一步一步走到哑巴老人面前，把储
蓄罐摔在地上，“
啪”的一声，碎片四溅，里
面露出白花花的硬币。不远处健身的几个
人也循声朝这边看过来，只见这个小女孩
蹲在地上， 用自己的小手轻轻地数了起
来，不一会儿就数完了，她把硬币都放进
那个破碗里，说：“老爷爷，这里一共有二
十七块六角， 我见您在这里跪了好几天
了，您拿这些钱去买点好吃的吧！”说完她
还给那个哑巴爷爷一个拥抱，那个哑巴爷
爷手颤抖了，他哭了起来，用布满皱纹的
手擦着眼泪。 那一刻，我的眼角也悄悄地
湿润了。
冷风掀起了我的衣角， 我没有感到
一丝的寒冷， 心里却有一股暖流在涌动
(指导老师：毛海梅)
着……

给爸爸洗袜子
小记者 刘艺林 十里牌小学五（1）班
一年一度的父亲节，我决定帮爸爸洗
一次袜子。因为爸爸经常出差，，所以袜子
也经常又臭又湿， 穿在脚上很不舒服，所
以我才产生这个念头。
下午，当爸爸脱下袜子休息时，我把
袜子拿到了卫生间。呃，好臭啊！可想到爸
爸的辛苦时， 我又信心满满地干了起来。
我先倒了半盆温水， 把袜子泡了 5 分钟，
再拿来洗衣板， 把两只袜子撒上洗衣粉，
平铺在洗衣板上，轻轻地搓，藏在袜子里
的脏水立刻流了出来。我又倒上一点洗衣
粉来搓，又飞出了许多泡泡。 白色的泡泡
也被袜子的脏水染黑了，可是我并没有嫌
弃，仍然仔细地搓着，仿佛每个泡泡里都
有我对爸爸的爱。 看着那些泡泡，我的眼
睛里出现了爸爸陪伴我成长的足迹，出现
了一个个温馨的画面，我便更用力地搓洗
起来，我又把袜子反过来搓洗，然后用水
冲洗干净，轻轻地抚摸着它，好像回到了
童年时代：爸爸给我洗臭臭的袜子，抚摸
着我脏兮兮的小脚丫， 一点也不嫌弃，甚
至亲吻我的小脚丫。我把洗干净的袜子铺
平整，小心翼翼地晾上。
看着已经熟睡的爸爸， 我在心里说：
“爸爸，我爱您！我以后会为您多做些事情
的！ ”
（指导老师：马于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