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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邮展 写家书 盖邮戳

小记者本周双休感受“邮文化”
荆门晚报讯 （记者曹国兵 通讯员
查泊） 邮文化长廊里展品种类有哪些？
少年邮局有何特点？ 信封和家书如何
写？ 盖邮戳有何技巧？ ……本周双休，晚
报小记者团将与掇刀区白庙小学联合，
组织晚报小记者感受“邮文化”。
白庙小学致力于打造一所“有人
性、有温度、有故事、有美感”的新样态

收获真不少
小记者 贾雨晨 金象学校二（2）班
小朋友，你们“
五一”都去哪了？
五一小长假的第一天，我盼望的出游
终于来了！ 五月一日，小记者团的老师组
织我们小记者到荆州采风。
我们到了荆州以后， 先参观博物馆。
有一位讲解员带领我们参观博物馆里的
展厅，让我们了解里面展品的历史文化知
识。 在展厅，我知道了许多文物，如：矛、
戈、鼎……我知道它们都是战国时期的文
物。然后，我们又去了荆州古城。古城里也
有许多的故事，有《关羽失荆州》《刘关张
三顾茅庐》的故事，那里还有城墙和角斗
场。午饭过后，我们还去了长江大学参观。
下午还做了游戏哦！
这个五一，我开心极了，我的收获真
不少！

古城行

学校，学校“邮文化”特色彰显，“白庙小
学少年邮局”“邮文化长廊”“绘本馆”
“浸润式图书馆”“香樟园” 让校园处处
洋溢着“邮”的气息。 2017 年 5 月，白庙
小学被授予荆门市青少年集邮示范基
地， 2018 年 9 月学校荣获“湖北省青少
年集邮示范基地”， 中国书画院院长纪
怀昌莅临白庙小学为少年邮局题词。

此次活动时间： 周六 9:00—11:
00，集合时间：8:40，下午 3:00—5:00，
集合时间：下午 2:40；周日 9:00—11:
00，集合时间：8:40。 活动地点：荆门日
报社旁（白庙小学）。 活动内容：参观邮
文化长廊、参观邮文化作品展、参观少年
邮局、观看邮文化宣传片、现场写一封家
书（50 字左右）、采访邮局人员、体验盖

今天，我乘着温暖的春风在老师的带
领下，来到了荆州古城墙。从墙下往上看，
城墙真高啊！ 一眼望不到尽头，像一条绵
长的带子。
老师告诉我们：这座墙有东、南、西、
北四个大门，是我国保存较为完好的古城
之一。 城墙上面每隔不远就有一个藏兵
洞， 是古时候士兵们打仗时对付敌人用
的。我们走在城墙上，从上往下看，城市一
览无余，整个荆州古城就像熟睡的婴儿一
样甜甜地睡在妈妈的怀抱。城墙都是用石
头铺成的，古时候没有水泥，用糯米捣成
浆粘连而成。 石头中间长了绿色的植物，
城墙高九米，宽十米，十分坚固。城墙外有
一条护城河，河水清清的，静静地流淌着。
老师还告诉我们： 城墙外围有个土坡，有
三样作用：一是下暴风雨的时候城墙不容
易被冲垮，二是更利于打仗，三是坡上有
草药可以敷伤口。
朋友，欢迎你来荆州古城做客。

人更聪明了， 它会下五子棋和中国棋；机
器人书法家，很多人没有见过吧？ 它用毛
笔写了
“
大荆门”三个字。还有弹钢琴机器
人， 弹奏出来的乐曲是多么美妙动听啊。
科技馆的机器人真神奇，这么多有趣的机
器人，心里暗自想着，机器人都是由什么
组成的呢？ 它们都有哪些特点呢？ 通过老
师的介绍，我才明白机器人分为工业机器
人和服务机器人两大类，一般是由执行机
构驱动装置、检测装置控制系统和复杂机
械等组成，它们都有着类似人的行走大小
手臂摆动等部分。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机器人就是迎接
我们的迎宾机器人，它摆动着手臂转动着
身躯，唱着欢快的歌曲，像是在迎接我们，
跟我们打招呼呢！
这次参观科技馆不仅玩得开心，还学
到了很多知识，收获非常大。
（指导老师：李蝶）

学科技知识

科技乐园
小记者 黄蕗夷 名泉小学四(6)班

小记者 龙哲宇 红旗小学二（5）班
小记者 文田子睿 实验小学三（5）班
今天我和其他小记者坐车来到了在《三
国演义》里听了无数次的古城——
—荆州。
一下车，太阳就像个大火球炙烤着每
一寸土地， 空气中都弥漫着火辣辣的气
息，道路上人头攒动，但却一点也没有减
少我对古城的兴趣。
我们参观了博大精深的荆州博物馆、
满园书香的长江大学和历史悠久的古城
墙，令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荆州古城。
到达大名鼎鼎的荆州古城，首先映入
眼帘的是
“荆州城”三个大字，站在高处俯
视，四面城墙呈正方形，分南北两个城门。
导游介绍，修两座城门是为了方便战争时
期攻打敌人。荆州城又名江陵城， 为清明
两代所修造，是中国现存最为完好的南方
古城墙。 现存城墙，东西长 3.75 公里，面
积 4.5 平方公里， 周长 10.28 公里， 有 9
米高，城墙现有 8 座“狗型”高大的城门，
两座城。三层外面为水城，中间为砖城，底
面为土城，西边连着太湖，东边连着长湖，
这真是一个充满浓厚文化的地方呀，三国
演义里的人物，如刘备、关羽、诸葛亮等人
似乎浮现在眼前，虽然荆州古城经过了数
次翻新和重建，但依旧可以感受到中华文
化的灿烂！
此次荆州之行， 不但增长了我的见
识，更让我体会到了历史文化的灿烂！
（指导老师：陈仕湘）

游宾阳楼
小记者 杨晨杰 十里牌小学二（6）班
早就听说荆州古城墙有很长的悠久
历史，但我还没有去过。

今天，阳光明媚，万里无云，我和奶奶
一起去市体育文化中心的科技馆参加小
记者活动。
到了体育文化中心，我们先找工作人
员签了到， 工作人员让我们排成六队，分
成两组参观。 一会儿的工夫，我们就走进
科技馆，我看见一个小记者没带笔，我就
借给她一支笔记录。
我看见里面有一个科技展品。 它越
转，你的得分就越高，我转的时候想到了
“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
一句话：
来。”过了一会儿，我看见我的分数是最高
的。 我还体验了 VR，感到特别刺激。 过了
一会儿，我又到观看机器人的地方，那里
有拼魔方机器人、 弹钢琴机器人……其
中，我最爱的机器人是书法机器人，因为
它写的毛笔字和真人写得一模一样。
过了一会，我们体验完后，老师让我
们说出自己的感受。 来到科技馆，我学习
到了很多科学知识， 知道了科技的魅力。
（指导老师：朱海霞）

神奇的机器人
小记者 陈欣怡 白云路小学二（5）班
星期六上午，天气晴朗，阳光高照。我
跟妈妈怀着激动无比的心情来到了市体
育文化中心参观科技馆。
我们进入科技馆的大门，看见各种各
样的机器人，它们让我惊呆了。哇，这么多
有趣的机器人，它们的功能肯定是独一无
二的，一定很强大。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我们参观了迎宾机器人、 表演机器人、舞
剑转陀螺机器人。舞剑转陀螺机器人神奇
的是能把陀螺放在刀尖上旋转；下棋机器

星期六下午， 我们小记者团参观了科
技馆。科技馆里有什么呢？想知道的话，就
和我们一起走下去吧！
一走进科技馆，我就被机器人乐园给
迷住了。 机器人中有热心地咨询台机器
人，有热情好客的迎宾机器人，有威武庄
严的舞剑与转陀螺机器人，有那斯文美丽
的钢琴机器人，还有那气势磅礴的书法机
器人等。 看，迎宾机器人给我们带来了一
段精彩的舞蹈， 手臂上下不停地挥摆着，
显得格外有精神。那舞剑与转陀螺机器人
更是气势磅礴，伴随着那尖叫声，机器人
都把陀螺转到了宽只有三厘米的剑上了。
其实，机器人的意识都是靠人来控制
的，机器人是要服从人类的，而不是反对
人类。 如今，机器人可是人类的侍者。
在展厅的右手边， 有一口立体的深
井，它是画出来的，每个人都脱了鞋子迫
不及待地去试验；还有猜生肖，猜生肖是
让你把有自己生肖的按键按下，它每次都
会猜得让人刮目相看；让我最喜欢的是离
心力，用杆子一转，旋转着它的心就空了，
还有水中的圆球一转，它的球就上下移动
了，还有蛇形摇摆等装置。
这次参观了科技馆，我感受到了祖国
的伟大发明、创造，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好
好学习，要为祖国的伟大发明贡献一份力
量。
（指导老师：刘静）

爬东宝山
小记者 陈悦冉 浏河小学二(1)班
今天，我和妈妈一起参加小记者团的
活动，这次是要爬东宝山。
我们从月亮湖广场出发，然后开始往
山顶上爬。一路上，我看见树木都发芽了，

邮戳等。 活动要求：小记者参加活动请带
上邮资费 1.30 元 （其中邮票 1.20 元，信
封 0.1 元）和信笺纸；家书内容可事先写
好；带上采访装备（小记者帽、小记者证、
采访本、笔）和饮用水。 三场活动，小记者
可任选一场参加，但不能迟到。
小记者参加活动，如果不知道活动
详情，可与赵老师（15972688858）联系。

花都开了……还没走到半山腰，我就已经
很累了，但我还是接着走。到了读书台，我
们停了下来，老师开始给我们讲读书台的
来历，东宝山的一些历史故事。 讲完了之
后，我们休息了一会又继续往前走。 最后
—东宝塔处。在观看东宝
我们到了山顶——
塔之前， 老师给我们讲了东宝塔的形状，
然后我们围着东宝塔走了一圈，近距离地
观察了东宝塔。
这次爬东宝山了解了读书台和东宝
塔的历史文化，让我感到收获真多！

有趣的培训课
小记者 许何铭 红旗小学二（3）班
今天，虽然外面下着大雨，但我仍然
开开心心地去参加了小记者团组织的写
作培训。
虽然我的好多朋友都没来，但大大的
培训教室仍坐无虚席，小记者和家长们一
起认真地聆听了小记者团老师的生动讲
课。 老师用实用的口诀、生动的例子和有
趣的互动，分别教了我们怎么写人、写事，
我觉得收获很大！ 比如，老师举了老舍对
他老师的描写，将老师胖的特征写得惟妙
惟肖， 仿佛胖胖的老师就站在我们面前。
我以后在写关于人或事的作文时，也要仔
细观察它们的特征，将特征与故事联系起
来，把人物写“活”，让读者一下子就能猜
到我写的是谁。
经过今天的学习，我觉得我的词语积
累还不够， 以后我一定多看课外书籍，多
学学别人是怎么写作文的。

纸飞机比赛
小记者 石静雯 双泉小学二（1）班
在一个春光明媚的周六上午，我们在
小记者团老师们的组织下来到了天鹅广
场参加纸飞机比赛。
我和爸爸准备了一些五颜六色的彩
纸，爸爸已经开始帮我折了，我学着爸爸
的步骤自己也折了一个纸飞机。 突然，我
来了兴致，想跟爸爸来一场咱俩之间的比
赛，结果可想而知，爸爸的飞机赢了，于是
我想用赢了的这支纸飞机参加比赛，我想
让它变好看，所以我就在上面画起了画。
开始比赛了， 我是第二组上场的选
手，老师喊了
“1、2.、3，开始。 ”我们就把自
己的飞机抛了出去，同时，老师也用手机
拍下了我们精彩的一刻。 一眨眼，我的飞
机脱颖而出成了我们这一组的冠军。经过
几组激烈的比拼，比赛就结束了，之后老
师开始给我们颁奖，我们的奖品是一个精
美的笔记本。
今天真是愉快的一天，也是有意义的
一天。许多小朋友和大家分享了他们的心
得，我希望以后也可以大方地和大家分享
我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