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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拍戏”，神秘的横店还有许多好玩的。夜游大型夜间影
视旅游主题公园梦幻谷，看火山爆发；体验国内首家灾难实景演绎
——“暴雨山洪”的震撼；真人秀演出《紫禁大典》和4D《龙帝惊
临》，相信会给大家完全不一样的视觉体验。

营期：3天（7月11日—13日）
报名对象：一年级以上中小学生
招生人数：100人/批
咨询电话：82335900

◆北京草原营◆
探索帝都，行走坝上

相约北京，走进激动人心的奥运会场馆鸟巢、水立方现场；游
览百年名校清华、北大，参加隆重的开营仪式，聆听专家讲座；探密
故宫博物院，登览天下第一雄关万里长城之居庸关……

孩子们还将走进坝上大草原，感受原汁原味的草原魅力，并体
验以草原为底蕴的生存拓展体验课程，如“奔跑吧兄弟”、“一路上
有你”、“变形记”、“草原好声音”、“舌尖上的草原”等。

营期：8天（7月15日—22日）
报名对象：二年级以上中小学生
招生人数：80人/批
咨询电话：82335900

◆米果果小镇童趣营◆
穿越历史，赴清凉水战之旅

置身千亩绿色生态基地，玩高空攀岩，挑战自己（专业教练指
导，专为青少年设计，绝对安全）；穿越千年，置身当年三足鼎立的
盛况，凭借智慧与胆量，一争高下，回顾历史，寓教于乐；水上大冲
关，忘记炎炎夏日，感受欢乐和挑战，清凉一夏；了解农业知识，知
道“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真谛；纳斯卡巨画，合作完成一幅
巨画，感受团队合作的魅力，从小培养艺术天分。此外，还有篝火
晚会、露天电影、各样的当季水果大餐……

营期：4天（7月11日-14日）
报名对象：二年级以上中小学生
招生人数：100人/批
咨询电话：82755271

◆象山渔村变形营◆
滩涂大战、锯木造船、变形记

一个不起眼的村子，一滩宽广深邃无边无际的海岸，一曲曲渔
舟唱晚，人、舟、山、水、霞，一切都那么的有灵气。船——是渔民谋
生的工具，出海打渔是他们世代坚守的劳作。有一个象山的小渔
村——花墙村，村民世代以大海为伴，以打渔为生。随着村民外出
打工，打渔造船，即将失传。2017年夏天，这里即将聚集一批少
年，他们自称“花墙少年”，他们将重新学习古人造船技术，继承传
统渔业工艺，准备重新扬帆起航。

营期：7月17日-21日
报名对象：一年级以上中小学生

◆舟山海岛营◆
海边的沙滩王国

蟹笼、拔鳗笼、章鱼笼，体验渔民生活，和大家一起分享海鲜盛
宴！全程专业教练指导，保证安全。当然，还有更精彩的呢，我们
将带领大家去南海沙滩做大型沙雕，追逐海浪，洒下欢笑，领略海
岛风光，感受沙雕魅力；战地野炊，户外烧烤，篝火狂欢晚会……
来，让我们去海边尽情撒欢吧！

营期：3天，第一批：6月30日-7月2日 第二批：7月26
日-28日

报名对象：一年级以上中小学生
招生人数：100人/批
咨询电话：82659115

◆舟山小小海军营◆
护国卫海，过把海军瘾

2012年我国首艘航空母舰辽宁号25日正式交接入列。今年
4月26日，我国首艘国产航母正式下水，海上军事力量进一步增
强，彰显着我国国力的不断增强。我在祖国东海当海军！准军事
化管理，以部队为基地，由现役军人参与执行，登上现役舰艇，体验
真枪实弹，最真实的海军体验，感受国防力量，引导孩子坚持“光
荣、坚强、承担”，培养孩子们拥有军人的品质和团队精神，提高独
立生活能力。孩子们还将体验海岛生存、野外露营，轮流巡逻站
岗，耳濡目染渔民生活，深入了解海洋文化，领略舟山群岛之美。

营期：5天（7月4日—8日）
报名对象：二年级以上中小学生
招生人数：100人/批
咨询电话：83518281

◆安吉乡村小捣蛋营◆
乡村小捣蛋,等你来搞怪

关键词：制作陷阱、野外生存、标本、树枝创意、抓鱼、竹桶饭、
土泡菜。城市里的孩子一放假就喜欢宅在家里，吹空调、打游戏、
吃零食……但你知道乡村的孩子是怎么过暑假的吗？用泥土做瓦
片，用石头打水漂，去鸡窝掏热乎乎的鸡蛋，学习辨认野菜的方法，
使用鱼叉抓鱼……是不是很好玩，赶紧跟着我们来乡村捣蛋吧！

营期营期：：44天天（（77月月1010日日--1313日日））
报名对象报名对象：：一年级以上中小学生一年级以上中小学生
招生人数招生人数：：100100人人
咨询电话咨询电话：：8262217082622170

◆横店明星营◆
穿越历史，当名小演员

在有“中国好莱坞”之称的横店影视城，小营员们将“穿越”到
中国的各个“朝代”，化身演员，穿上古装，听导演说戏，做一次明
星，拍一部电影。每人还能拿到一张自己的电影DV光盘，给年少
的自己留下最美好的回忆。当然，如果够幸运的话，还能和明星零
距离接触呢！

招生人数：100人/批
咨询电话：82659329

◆圆梦西安营◆
探寻古都底蕴，忆历史之路

一朝步入西安，一日读懂千年，当营员们穿梭于古今，流连于
惊叹的同时，定会被这历史长河中璀璨的一笔所深深地震撼。去
陕西富平寻找伟人足迹，同时沿着蔡锷、黄炎培、茅以升、钱学森
……这一个个伟人的足迹感受西安交大的人文底蕴与历史革新，
激发每个营员心中的“大学梦”、“名校梦”。

营期：6天（7月30日-8月4日）
报名对象：二年级以上中小学生
招生人数：60人/批
咨询电话：82335900

◆青岛滨海营◆
迎着浪花，探索海底世界

魔法游戏，子夜拾贝，夜探海底，空达利尼，方特梦幻王国……
太美的海滨，太多的开心，从早到晚，最幸福的小伙伴都在这里
——我到海边捡浪花。这个暑假，我们一起快乐！

营期：5天（8月1日-8月5日）
报名对象：二年级以上中小学生
招生人数：48人/批
咨询电话：82659115

◆黄山小特工训练营◆
挑战勇者之路，解密狂野密码

七天六晚，严格的生存考验，严酷的特工训练，无数的特工任
务。还将参与自救、救护的学习；完成潜伏、追踪、格斗的任务；去接
受勇气、毅力、自信的考验；去攀岩、登山、溯溪，进入森林大冒险。

营期：7天（8月7日-13日）
报名对象：三年级以上中小学生
招生人数：100人/批
咨询电话：83518280

◆新加坡修学营◆
与学霸同行，体验英式教育

七天吃住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七天吃住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体验大学的集体生活体验大学的集体生活，，感受亚洲感受亚洲
最强校园的学习氛围最强校园的学习氛围；；接受全真领导力培训课堂接受全真领导力培训课堂，，零距离体验新加零距离体验新加
坡卓越的英式教育坡卓越的英式教育；；参观新加坡城市标志参观新加坡城市标志：：鱼尾狮鱼尾狮、、摩天轮摩天轮、、滨海湾滨海湾
公园等公园等；；嗨翻世界级的主题乐园嗨翻世界级的主题乐园———环球影城—环球影城；；造访充满英式教育造访充满英式教育
气息的南洋理工大学气息的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新加坡国家图书馆。。

营期营期：：77天天（（77月月1818——2424日日））
报名对象报名对象：：五年级以上中小学生五年级以上中小学生
报名截止时间报名截止时间：：55月月3030日日
咨询电话咨询电话：：8233590082335900

报名须知：
■报名时间：即日起，额满为止
■报名对象：全区中小学生（2017年度小记者享优惠）
■报名方式：萧报小记者微信报名 萧报小记者

小记者孙麦第一实验小学202班
穿着记者服，举着文明标语牌，站在潘

水南苑门口，我有些紧张，虽然我的身份是
“文明劝导员”，但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默默地观望，执勤的交警叔叔非常尽责，
不时劝导违章的行人。这时，交警叔叔拦
下了一辆载人的电瓶车，当乘坐的阿姨从
电瓶车上下来时，我鼓起勇气，对阿姨说：

“阿姨，请注意安全！”阿姨有些不好意思地
向我道了谢。交警叔叔也向我竖起了大拇
指。我既有点难为情，又有点小得意。不
久，有个人骑着电瓶车扛着很长的不锈钢
管，交警叔叔拦下他批评了一顿，说他既没
有为自己的安全考虑，更没有为别人的安
全着想，这样的行为，害人又害己。我觉得
叔叔批评得很对。此后，又出现了不少交
通违规行为，每当此时，我就会送出我的文
明劝导。让我开心的是，每个人都会对我
说谢谢。

这次活动，我收获很多。我看到了交
警叔叔的尽职尽责，看到了我们小记者的

点滴努力，也看到了市民们虚心接受错误
的积极态度。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在努力
向文明靠近，不久的将来，我们这个城市一
定会变得更文明，再也不需要文明劝导了。

小记者沈歆睿盈丰小学304班
阳光火辣辣的周末早上，我作为一名

萧报小记者参加了“家庭公益1小时”交通
文明劝导活动。

这个活动的主要内容是跟着交警叔叔
一起在各个路口进行交通文明劝导，在斑
马线前拦出一条安全线。在领取了红马甲
之后，我赶到当天要站岗的位置——市心
广场北门。当我们到达那里的时候，发现
已经有其他的志愿者家庭在那里指挥了，
作为小记者的我当然得去采访一下他们
啊！通过交流，我得知这些小姐姐是湖滨
小学的志愿者，她们经常来和交警叔叔维
持斑马线秩序，而且她们的装备也很完善，
不仅有自己的团队，有自己统一的服装，还
有每人一个大拇指形状的指挥牌子，上面

写着“文明过马路，礼让斑马线”的标语。
随后，我也加入了她们。

志愿者阿姨告诉我：“如果有行人要过
马路，就把牌子向外伸把车子拦住，让行人
安全过马路，如果没有行人，就要把牌子伸
平。”这个路口没有红绿灯，车来车往，人来
人往，我要不停地换方向，还好有个小姐姐
帮我一起举牌子，否则单凭我自己一个人
还真是够呛。

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我发现公交车
的司机叔叔最守交通规则，每次都会停下
让行人，我要给他们点个赞！其他车辆有
的会让行，但是有部分还是开得飞快，同时
行人在过马路时有部分急匆匆的，交警叔
叔拦也拦不住。我想如果大家都自觉礼
让，人配合车，车配合人，那就会为规范市
民文明出行描绘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看着辛苦的交警叔叔，我下决心要做一
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人，同时我也会给我身边
的人宣传我在这次活动中学到的交通知识，
劝导大家都要做一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人。

充满爱的仿真花，心意满满
活动时间：5月14日
活动地点：萧山日报社9楼

小记者郑铭淏所前一小402班
母亲节眼看就到了，而我还不知道

送妈妈什么礼物好，看看自己的储蓄罐
里也没有钱，眼看没有礼物送妈妈了，
这可怎么办？正在我愁眉不展的时候，
妈妈告诉我，给我报名了制作康乃馨的
小记者活动。我自己亲手制作的康乃
馨，不就是送给妈妈最好的礼物嘛！

康乃馨有很多的颜色，有红的、黄
的、粉的、紫的。我们准备了剪刀、纸、
胶水和彩纸等，水晶老师一步一步地教
我们怎么制作，我看着觉得这个好像也
不难呀。于是自己动手做起来，这才发
现看着简单的东西，自己做的时候，花
的中心部分怎么也弄不好，我都急得流
汗了。如果一直弄不好，妈妈的节日礼
物就泡汤了，怎么办呢？看着其他小朋
友一个个都在有条不紊地制作着，我又
去问了水晶老师制作方法，在水晶老师
细心的指导下，我终于完成了一朵并不
是很好看的康乃馨。这是我做出的第
一朵康乃馨，等回到家里，我一定做几
朵更好的，插满整个花瓶，送给亲爱的
妈妈。我想，儿子亲手做的礼物一定比
买的更有价值。

活动结束妈妈来接我时，我把自己
做的康乃馨送给了她。妈妈直夸我做
得好看，我的心里甜丝丝的。这次活
动，我不仅学会了康乃馨仿真花的做
法，而且还懂得了礼物的贵重不在于价
值，而在于心意。

小记者徐张煖回澜小学203班
母亲节这天，水晶老师教我们用彩

纸做一朵不会凋谢的玫瑰花送给妈妈。
我按照水晶老师教的方法，先用模

板剪出了玫瑰花的叶片和花瓣，然后把
两个叶片用铁丝粘在一起，放在一边备
用。再把花瓣一片一片折好，用胶水固

定在花杆上，粘完所有的花瓣后再粘上
花托，最后再把做好的叶片固定在花杆
上。这样，一朵漂亮的玫瑰仿真花就做
好了。

回家的路上，我把亲手做的玫瑰花
送给了妈妈，妈妈夸我做得跟真的花一
样美，还说这是一朵充满爱的玫瑰花。

DIY水晶手工皂
活动时间：5月11日中午
活动地点：北干小学

小记者谢东泽北干小学202班
快到母亲节了，萧报小记者团为我

们组织了一场亲手制作手工皂送妈妈
的活动。

我早早地来到活动现场，水晶老师
准备了各种模具、染料、香精等，我选了
粉红色染料和玫瑰香精，我想妈妈一定
会喜欢的。

拿到染料和香精后，老师开始教我
们如何制作了。先发给我们一根搅拌
棒，然后在模具里倒入加热过的皂基，
趁热进行搅拌，搅拌均匀后静置放凉，
等到皂基完全冷却后，进行脱模，这样
手工皂就算是做好了。等待皂基冷却
凝固的过程中，水晶老师还给我们讲了
肥皂的历史，大家都认真地听着故事。
当故事讲完，我们的手工皂也做好了！

我做了一块kitty猫形状的玫瑰香
皂，这份母亲节礼物妈妈一定会喜欢。

礼让斑马线文明你我他

5 月 14 日，一群身穿红
马甲的萧报小记者，加入了

“家庭公益1小时”交通文明
劝导志愿者队伍，跟着交警
叔叔一起走上街头进行文明
劝导。看到行人闯红灯，小
记者们礼貌地上前提醒，看
到老人行动不便上前搀扶，
看到非机动车越过斑马线，
礼貌示意停止……

为深入推进好家风建
设，结合纪念第24个“5·15”
国际家庭日主题，萧山区妇
联于 5 月中旬举办萧山区

“家庭公益1小时”交通文明
劝导活动。组织100户家庭
志愿者代表在全区 25 个主
要路口，集中开展了礼让斑
马线、文明过马路等道路交
通文明引导志愿服务活动。

暖心母亲节
亲手制作礼物送妈妈

小记者参与“家庭公益1小时”交通文明劝导活动

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是母亲节。节日到来之际，萧报小记者团“水晶创意手工
坊”给小记者们组织了几场DIY母亲节礼物的特别活动。栩栩如生的康乃馨、玫瑰
仿真花、香喷喷的水晶手工皂，孩子们在水晶老师的指导下，用自己的双手制作了
独一无二的母亲节礼物，向妈妈传达出深切的节日祝福和浓浓爱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