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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走进市地震局”获奖作文刊登（二）
生动的地震课
小记者 吴佳瑞 实验小学二（2）班
在全国防灾减灾日到来的前一天，我
和荆门晚报小记者们兴致勃勃地来到圣
境山地震台参观，学习防震知识。
下了车，老师告诉我们，地震台始建
于 1984 年，位于龙泉公园盆景园。 2001
年，经过重新选址，就有了我们现在看到
的位于圣境山的市地震台。
在地震台，我们首先来到地下流体观
测站。 里面有一个钢管井直插地下，解说
员告诉我们这个井深 408.88 米， 它的作
用是测水位、水温。观测站里面有水位仪、
水温仪、气象仪等设备。我们又来到机房，
这里有许多大大小小的仪器。解说员告诉
我们，这些仪器有的是用来收集并处理数
据，有的是用来与外界联系，共享地震信
息的。 在这里，我对一个黑色的长方体盒
子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因为解说员告诉我
们这里面装着一个地震仪，这和我以前看
到的张衡发明的地动仪完全不一样。 我
想，这应该是科技进步的成果吧。
离开地震台，我们又来到了位于掇刀
的荆门市地震局。 在地震局里，我从电脑
监控屏上可以看到圣境山地震台的每一
个角落。 我们又来到 8 楼，看了两部宣传
教育片，学会了许多逃生的知识。 比如：当
地震发生时， 如果在室外应当立即跑到空
旷的地方； 如果在室内应当立即躲到坚固
的桌子下面，但是千万不能躲在玻璃桌下，
因为玻璃容易被震碎，碎渣会把我们扎伤。
在室内还可以躲在墙角或卫生间里， 这里
保证有一定的空间生存。
今天我不仅明白了怎么预测地震的
发生， 还知道了地震来临时如何逃生自
救。地震局的叔叔阿姨们真是给我上了一
堂既生动又有意义的地震知识课呀！
（指导老师：易小平）

参观地震局
小记者 帅思同 竹园小学二（5）班
星期六的上午，晚报小记者们在市地
震局和小记者团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乘车
来到圣境花谷附近的地震台。
台长马伯伯告诉我们：地震台史建于
1984 年， 最开始是在龙泉公园盆景园内。
我们现在的地震台是 2001 年重新选址建
立的。 马伯伯跟我们详细讲解了地震发生
的原因。原来地震是各大板块间互相挤压、
碰撞后让地下岩石突然断裂造成的。 我们
还学习了地震常识、地质奇迹等防震减灾
知识，学习了拾震仪、GNSS 基准站、地下
流体观测站等观测手段的工作原理，还观
看了地下岩心分布图，了解我们荆门的地
质构造。
参观完地震台，我们又来到了位于掇
刀的荆门市地震局应急指挥中心。里面的
工作人员为我们小记者播放了科普动画
片《乐乐熊谈地震》和防震减灾科普教育
宣传片。 在这里，我们更加系统地学习了
防震减灾、地震成因分类、地震级别强度
等基础知识以及应急自救互救等知识。看
完这些后， 还进行了有奖知识问答环节。
小记者们都争先恐后积极地举手回答。
通过这次晚报和地震局精心组织的
参观学习， 我知道了如果灾难来临时，我
们先要沉着冷静。 在震区中，从地震发生
到房屋倒塌，来不及跑时可迅速躲到坚固
的墙体，塌下来时可以承受住形成空间的
地方。趴在地下闭眼，用鼻子呼吸，保护要
害，并用毛巾或衣物捂住口鼻，以隔挡呛
人的灰尘。 正在用火时，应随手关掉煤气

开关或电开关，然后迅速躲避。 在楼房里
时， 应迅速远离外墙及其门窗，可选择厨
房、浴室、厕所、楼梯间等空间小而不易塌
落的空间避震，千万不要外逃或从楼上跳
下，也不能使用电梯。 在户外要避开高大
建筑物，要远离高压线及化学、煤气等有
毒的工厂或设施。
地质灾害太可怕了，希望永远都不要
发生。 但是我们生活的空间，有些大自然
方面的因素， 并不是我们人类能改变的，
地震是有效提高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它是
防御构筑人们生命安全防线的第一道桥
梁。感谢地震局的叔叔阿姨在工作中一丝
不苟默默奉献着。 （指导老师：徐娟娟）

探秘地震局
小记者 张文皓 金虾路小学四（2）班
今天天鹅广场为什么聚集着那么多
人呢？ 哦，原来是一群活泼可爱的小记者
要去市地震局参观，开启一场神秘的梦幻
之旅。
很荣幸我被邀请参加这次活动，我怀
着既兴奋又激动的心情坐上了通往地震
“地震局是用来干什么
局的校车。我心想：
的呢？ 为什么要建造它，它能给人们带来
什么样的帮助？ ”一连串的问题在脑海中
浮现。
“
下车了！”老师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
绪，我怀着期待的心情下了车。刚下车，一
个眼睛大大的、个子中等的中年男子面带
微笑地迎接我们，他开始自我介绍。哦，原
来他就是地震台的马台长呀！
马台长热情地招呼我们，并让我们观
看石灰岩。 大家都用好奇的眼光聚拢来，
屋里放着一个个颜色不同、长短不同的石
柱。一个小记者突然说：
“
石灰岩的颜色怎
么不一样呢？ ”我好奇地摸了摸，咦！ 怎么
有的软有的硬呢？这一个问题在我的心里
像刻了把刀挥之不去， 我心想：“大概是
因为年代的问题吧？ ” 正当我疑惑不解
时， 不知哪个小记者把这个问题提了出
来， 我也凑上耳朵去听。 马台长娓娓道
来：“因为这是土变成的， 颜色不一样是
因为地下的深度和材料不 一 样 所 造 成
的，这些岩石可以判断年代，有时还会找
到化石呢！ ”马台长还告诉我们，地震分
为 8 个等级……其中， 地震小则可能感
觉不到，大则房屋倒塌，方毁人亡。 另一
个小记者问：“怎样避免伤亡呢？ 那地震
局又有什么作用呢？ ”马台长和蔼可亲地
说：“它是用来监测地震的， 在地震来临
之前， 对地震活动、 地震前兆异常的监
视、测量，从而减少人们的生命和财产的
损失。 ”马台长话音刚落，小记者们都满
足地鼓起掌来，我也不例外。
接着，我们来到会议室，马台长给我们
播放了防震减灾的宣传片，这两部宣传片让
我知道地震为灾害之首，会引起海啸、火山
爆发、泥石流……最后，讲解员给我分发
了关于如何逃脱地震的知识和方法的宣
传手册。

这次活动特别有意义，我们小记者都
收获满满。我决定把今天收获到的知识教
给更多的人。
（指导老师：彭爱轩）

牢记地震知识
小记者 姚佳欣 名泉小学四（5）班
星期六上午，我们 50 名小记者来到
荆门市地震台和地震局参观。这次活动让
我学到了许多关于地震方面的知识，下面
就由我来给大家讲一讲吧。
首先我们来到的第一站是地震台。一
走进地震台，两旁就有几个大展板。 板块
的内容为：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
防震减灾知识、中国地震参数区、规划运
用、避震要决、湖北地震等主题板块。再往
里走有几棵四季树，风景优美。 还有一栋
二层楼的房子。 我们先来到第一层，上面
有一些奇怪的岩石照片，好看极了。 还有
挖深于 408.88 米的井的时候挖出来的岩
芯。我们又来到第二层，听工作人员介绍，
这是地震台的监测地震的中心。接着我们
走进一个窄小的房间里， 里面有监测机
器， 它的主要功能只要地面震动且大于
1.0 的震级时就会发生警报。 工作人员还
告诉我们，地震台建于 1984 年初，始位
于龙泉公园盆景园。我们接着来到另一个
房间，里面也有很多监测机器，还有一根
天线，这根天线主要跟卫星互动的，插入
了 8 米深。 又进到另一个房间，里面有一
个很小的开口有 408.88 米深， 工作人中
告诉我们，我们看到的岩芯就是从这里挖
出来的。通过工作人员的解说让我们知道
了地震监测台的大致构造及功能。经过多
年的发展，荆门地震台已成为具备实时地
震监测、地震前兆观测、强震动监测能力
的综合性台站。
接着来到我们的第二站地震局。工作
人员带着我们对这里进行了参观，接着工
作人员给我们播放了两个关于防震、减震
的宣传片，然后又给我们讲了一些关于防
震的方法。比如地震发生时不要躲在大的
家具旁边，不能乘电梯，不能靠近窗户和
镜子……为了提高我们的兴趣，我们还进
行了有奖问答。
通过今天的活动让我收获了许多防
震减灾的知识，我一定会牢记于心！
（指导老师：张霞）

做防震减灾宣传员
小记者 曾丹妮 象山小学二（7）班
今年 5 月 12 日是汶川大地震十一
周年纪念日，周末，我和小记者团的伙伴
们迎着似火的骄阳，参加了小记者团组织
的充满意义的活动——
—参观荆门地震局。
地震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在台长叔
叔的带领下来到了地震台。首先映入眼帘
的是各式各样的仪器，正当我们脑海里闪

烁着各种疑问的时候，台长叔叔立即给我
们讲述了地震的形成原理，我们轻声惊叹
大自然的神奇。 在这里，我们不仅学习了
防震减灾知识，知道了各种仪器的工作原
理，还观看了地下岩石分布，了解了湖北
省的地震测试系统。
地震该如何预防呢？我们参观完地震
台，随后来到了地震局八楼观看了《乐乐
熊谈地震》， 在乐乐熊的讲述中我们知道
了地震带来的危害，叫我们在地震时如何
自救，我不禁想到了妈妈常常说的一个词
语——
—居安思危。十一年前的大地震虽然
我没有经历过，但每当听到妈妈讲起那时
的情景，我心里不由地为之伤心。
地震的危害太大了，我对大自然又爱
又恨，我们改变不了自然，但我们可以从
自己做起，了解它的危害性，告诉更多的
人如何应对自然灾害，以减少对我们的伤
害。 那么地震要怎样应对呢？ 在问答环节
中， 阿姨给我们提了关于地震的各种问
题，我们争先恐后地举手抢答。 通过地震
局叔叔阿姨们的讲解， 我知道了避震要
诀，比如当我们正在上课而地震来临时如
何躲避，如果我们没有学习这些知识就一
定会惊慌失措，但现在我会用书把头保护
住躲在课桌下，地震过后在老师的指导下
有序地走到开阔的地方。
参观结束了，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
地震局。今天我学习到了很多关于地震的
知识，对大自然产生了敬畏之情。 以后我
还要把学到的知识告诉更多的人，做一名
优秀的
“防震减灾”小宣传员。
（指导老师：刘琼艳）

走进地震局
小记者 赵为峰 竹园小学三（6）班
今天，我们小记者去市地震局学习地
震相关的知识，我高兴极了。
走了大约一个小时， 我们到了地震
台，我被一张张图画给吸引住了。 管理员
说：“这是地球经过几亿年几百年构成的
奇特景观，比如：中国石林、时光隧道、白
沙漠等。 ”我仔细一看，可不是嘛，中国石
林图上面的石头真如一棵棵灰色的大树，
图上清晰，真像一片树林。
随后我们又去了地震局， 它的主题
是：“
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
线”。这时，老师给我们播放了防震减灾科
普教育宣传片。 在家如果遇到地震，可以
躲进桌子下面，但不能躲进比较轻脆的物
体下面，如玻璃桌等易碎的物体下面是不
能躲藏的。
地球每时每刻都在运动，地壳内部由
于种种原因，使地引力突然释放出能量引
起岩层颤动，并产生弹性波传到地表而发
生的震动，这种现象就是地震也叫构造地
震。 在地震台，我还知道了住平房可以根
据所处的情况采取相应措施。 在公共场
所，如：超市、电影院等要避开大型货架，
可以躲到立柱和墙角处，我还知道了在学
校等人员集中的场所，遇到地震时应及时
就地避震；如果盲目乱跑，不但不能逃生，
还极易发生人员挤伤挤死……
我们国家历史上曾经爆发过大地震，
还有一些比较小的地震，每一次地震我们
的人民和军队都手挽手、肩并肩，共同克
服灾难，重建家园，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
泣、相亲相爱的英雄赞歌！ 我要向他们学
习，向他们敬礼！ 你们让我永远感动！
时间过得真快，一眨眼活动结束的时
间到了。 在回家路上，我的心情既高兴又
有一点悲伤，如果人们早点知道如何预防
地震，也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死亡了。 但我
今天却很高兴，因为我收获了很多关于地
震的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