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记者王钦阳 瓜沥镇党山小学404班

2019年7月8日一大早，我们来到训
练基地，空旷的场地上停着一辆崭新的绿
色迷彩步兵装甲战车，八个巨大的轮胎特
别威风，炮管又粗又长一看就威力巨大，
让人心惊胆寒。

正当我们看的入迷的时候，突然一个
声音传来：“有没人想上来坐啊？”装甲战
车主驾驶坐位上的总教官突然探出头来
喊道。“想！”我们异口同声回答。尽管
我们心里早就迫不及待的想登上去，但
还是站好军姿，举起手来期待教官可以
选中。

哈哈，我真是太幸运，被选上当旗
手。站在装甲战车里，我探出头，高举着
鲜艳的队旗，太激动啦！可惜时间太短，
两圈过后我们恋恋不舍地走下战车，让其
他小伙伴也可以体验。

下午，大家一起玩真人CS，快艇出
击、抢滩登陆战等等。一天下来，真的是
惊喜连连，好想再来一次呀！

小记者高俊钦南阳小学502班

7月5日是个大晴天，我的心情也像
天气一样美好，因为今天的活动是体验军
事生活，而我一直有个梦想就是当兵。

午饭后，我们跟随教官来到酒店外的
一处地方进行训练，可是走了一段路后，
我就已经累的得连死的力气都没有了。
同一小队的小伙伴们在训练的时候不仅
不听话，还调皮嬉耍，教官看到后就很生
气，让我们集体受罚。我心里十分委屈，
明明是他们不乖，我为什么要跟着一起受
罚？下蹲、俯卧撑一系列受罚动作下来，
很快我就精疲力尽了，但还要撑着，最后
脚都没有了知觉。

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我要回家，我
再也不要来这个鬼地方了！妈妈、奶奶，
我好想你们，你们快来接我回家吧！

在接下来的几天训练中，集体受罚次
数更是不计其数，只要一个人犯错，大家
就要一起受罚，直到没有人犯错。慢慢
的，我们学会了一起协作，犯错的次数也

开始减少。
后来教官告诉我们：“你们是一个团

队，一个人犯了错，大家就要一起陪着受
罚，因为在战场上，只要有一个人出了一
点闪失，整个团队都有可能全军覆没”。

听了这话我立马明白过来，又有了力
气。是的，我们是一个团队，在团队里，我

不只是我自己，我还是团队的一部分，我
们是一个整体，一个团队，我们必须有难
同当，有责共担。

经过这次活动，我感触很深，当兵并
不是过家家游戏，要想当兵，就要有强大
的毅力，刚强的体魄和时刻准备冲锋陷阵
保家卫国的决心。

小记者赵若涵回澜小学401班

牙齿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密不可分
的好伙伴，然而，该怎样科学保护我们
的牙齿呢？今天，我带着这些疑问，跟
随萧报小记者团一起走进了浙江中医
药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经过半小时的车程，我们来到了浙
江中医药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在老师
的帮助下，我们都换上了白大褂，戴上
口罩，俨然都是小医生呢!怀着好奇心
情，我们参观了医院，每一间诊室里的
器材都叠放得整整齐齐，柜子、地板都
干干净净的。

回到会议室里，我发现每个同学面
前的桌子上都摆了一只小脸盆，里面放
了一根红红的棉签棒，还有一支崭新的
牙刷。我立即猜到接下来要干些什么
了。果然不出我所料是刷牙！

医生要求我们用红棉签染一染自
己的牙齿。我毫不犹豫地抹了起来，可
看看其他小朋友，竟连碰也不敢碰一
下，还真以为有毒咧！过了一会儿，大
家都变成了"红牙人"了，你看看我我看
看你，十分滑稽好笑。

在等待的时间里，医生还现场教我
们唱刷牙歌，十分有趣。

最后我们还去了一个社区，向社区
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宣传了爱牙护

牙知识。这真实一场令人受益匪浅的"
爱牙之旅"呀！

小记者 吴梓滢 劲松小学501班

又是一个让人期待的下午，因为我
们萧山日报小记者要赶往浙江中医院
大学附属口腔医院，进行“小小牙医”体
验的活动。

在石头哥哥的带领下，我们马不停
蹄的来到医院，医院里的医生们为我们
讲了巴氏刷牙法，发现我以前的刷牙姿
势都不完全正确，正确的刷牙方法是可
以减少牙齿疾病的。

随后，老师还拿来了“检牙棒”，
在牙齿上轻轻刷上一层，大家你看看
我，我看看你，个个都变成了可爱的

“红嘴巴”。
你知道吗？谁是牙齿的第一大敌

人呢？是糖果。所以吃了糖果后要勤刷
牙，保护牙齿健康。花生、玉米等蔬菜水
果是有利于牙齿健康的，可以多吃哦！

在学习了牙齿保护知识后，我们还
进入社区进行宣传，看到她们很认真的
听，好开心哦。

这趟“小小牙医“之旅，不仅让我了
解到了牙齿健康的重要性，更让我感受
到了“分享知识”的快乐，我要把这些知
识传递给更多的亲朋好友。

小记者探秘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趣味编程——“黑客时代”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7月6日，萧
报小记者团“夏日环岛行，我是“头号玩
家”夏令营开营啦。46 名小营员离开父
母，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被誉为“天下第
一秀水”的千岛湖，开启了一场非凡之旅。

走进葱郁的森林，飒爽的少年骑行在
美丽的环湖绿道上，遥望湖面上的岛屿，
星罗棋布，错落有致，近赏翠绿丛林，似泼
墨山水画卷，徐徐展开。

乘着皮划艇，划动船桨，小营员们在蓝
天白云青山绿水中，体验夏日里的速度与
激情，从无法行进到进退自如，一艘艘皮划
艇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中激起一道道水花，
让大家真切的感受到了团队的力量。

在教官的带领下，小营员们一起在水
上乐园撒欢，开启夏日凉爽新模式。夜晚
的篝火晚会上，吃着老师们亲手制作的美
味烧烤，大家载歌载舞，一起狂欢，晚风轻
拂，一天的疲劳仿佛都随风而去。登千岛
湖之巅，徒步畅游红叶湾，蜿蜒的山路阻
挡不了小营员们前进的步伐，大家相互鼓
励、相互协作，将徒步变为乐趣，把胜利握
在手中。

这个夏天，小营员们从相遇相识，到
相熟相知，在千岛湖收获友情，成为真正
的朋友，为自己的童年生活留下美好的记
忆，这可能就是夏令营的魅力所在。

（文 / 摄草莓、燕子）

小记者沈诗喻育才小学 301班

在阳光明媚中，我迎来了为期三天的
千岛湖夏令营旅程。出发前夜，我兴奋的
一夜无眠，直到与妈妈挥手道别时，都还有
点紧张呢！一路上欢声笑语，我也渐渐地
融入了这个新的集体。在这些天的活动
中，我最喜欢的是皮划艇。

我和王欣妍一队，这是我第一次拿浆
划船。刚开始我非常害怕会掉进水里，总
是依赖王欣妍。一开始船好好的，可不一
会儿就开始了疯狂的原地打转。咦！怎么
回事？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仔细看桨，才发
现原来桨有两面，向内凹下的一面是施力
面，应该朝后，原来是我拿反了，才导致平
衡力不够，找到原因后，我们调整了姿势，
齐心合力，果然很快追上了大部队。

小记者李天翊湘师实验小学406班

在这次千岛湖夏令营活动中，最令我难
忘的是第三天的环岛骑行。从教官那里领
来雨衣，选好自行车，我们来到了骑行道
上。只听教练一声令下：“出发！”，我们跟着
教练的车奋力前行。骑着骑着，我有点累
了，真想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可是看着身边
不断超越的伙伴们，我咬咬牙还是继续向

前，坚持就是胜利。终于，我骑到了终点！

小记者孙梦焓临浦一小404班

今天，期待已久的千岛湖夏令营终于
出发啦！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独自在外
面过夜，看着妈妈远去的背影,心里莫名闪
过一丝不舍和伤感。不过看到身边这么多
小伙伴，想想要和他们一起度过愉快的三
天，我又有些期待。

经过两个小时左右的车程，我们到达
了目的地——千岛湖。吃过午餐，大家一
起参观了农夫山泉生产基地。我想着不就
是矿泉水嘛，有什么好看的。结果参观以
后才知道，原来农夫山泉矿泉水生产也不
是那么容易的，它需要经过消毒、加工、处
理等多个步骤才能完成。后来，我们和农
夫山泉的工程师学习如何制取饮用水，还
尽情畅饮了各类农夫山泉饮品，真是让我
增长了见识。

小记者吴承旭 金山小学103班

7月6日，在燕子姐姐的号召下，我终
于迎来了人生中第一次夏令营，和小伙伴
们一起高高兴兴的踏上了属于我们自己
的征程。没多久，就来到活动第一站——

漂亮的“农夫山泉”生产基地。一走进大
厅里，满眼都是各种饮料和矿泉水，好想
都喝掉呀。

在解说员叔叔的带领下，我们参观了
生产车间，好多机器在不停的转，下面还连
接着密密麻麻的小管子。解说员叔叔说这
些机器正在生产水，一瓶我们平时喝的水
要经过30多道工序，真神奇！这些机器好
厉害啊！临走时，生产基地的叔请我们品
尝了各种不同的饮料，很香甜。喝完饮料
后，我们有把一次性杯子丢进“可回收物”
垃圾桶哦！

后来我还参加了划皮划艇比赛、环岛
骑行，我们还举行了篝火晚会，晚上就睡在
帐篷里，还可以看星星，特别好玩，而且
我还在夏令营交到四个好朋友哦，希
望下次我们还可以一起出来玩。

夏日环岛行，我是头号玩家

7月4日，萧山日报小记者团组织12名
小记者，走进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口腔医
院，开展“小小牙医”职业体探秘体验之旅。

小记者们来到口腔医院综合口腔科参
观，正畸科、消毒室等，朱琴红副主任详细的
为大家讲解，一次牙齿治疗可能涉及的步
骤，并现场为小记者们检查了牙齿。

随后，小记者们来到医院的视听多媒体
室，观看了一段“护牙动画片”视频，了解科
学的刷牙该怎样操作，如何正确的试用牙线
等等。牙科主治医师包熙晨还让小记者们
按照“巴氏刷牙法口诀”现场动手试着刷
牙。在“牙菌斑检查实验”环节，包医师鼓励
大家亲自动手，相互为同桌检查否有牙菌
斑，还通过现场问答方式加深大家的印象。

最后，朱琴红副主任还为小记者们颁发
了“ 护牙小卫士”荣誉证书 。

（文 / 摄 张丽梦洪磊）

红海行动重磅出击
萧山日报海陆空全能兵王7日研学营圆满落幕

成长的路在脚下。
7月5日，萧山日报小记者团海陆空潜

艇全能兵王研学夏令营开拔！51名小营员
离开父母的怀抱，收拾行囊，奔赴宁波、台
州、舟山，开启为期7天6夜的海陆空兵王
研学之旅。

在集训中，小营员们认真听教官们教
导，学习国防知识，了解部队的优良传统；
在训练中磨炼出顽强意志，练习标准军姿、
学习海军旗语、听教官讲述指挥技巧，体验
真正的军营生活。

小营员们还零距离接触直升飞机，在
空中了解飞行的原理，感受在蓝天中飞翔
的魅力；登上舰艇，在大海中自由的遨游，
体验舰艇在海中的速度和激情；同时深入
潜水舰艇内部，探秘潜水艇兵在水下的生
活；乘坐步兵装甲战车体验最爽快的战斗；
还有快艇出击、出海捕鱼、海滩特训等 30
多个项目，让小营员们在活动中体验更多
的军事训练，开拓更广阔的视野。

（文 / 摄 水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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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带着对编程语言C++的强烈
好奇，20名萧山日报小记者来到一码学程，
体验计算机编程课程，感受代码的魅力。

这次“黑客”时代对于小记者们来说
是编程活动中进阶版的体验，不局限于趣
味游戏，小记者们纷纷化身小小程序员，
跟着一码编程的老师，一起走进信息程序
的世界。在老师细心的讲解下，小记者们
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学习计算机的组
成、程序语言等相关知识，感受C++语言
的魅力。原来C++是计算机世界的语言，
就像我们说中国话，英国人说英语，计算
机程序也有自己的语言，而我们就是要学
习运用计算机的语言来编写程序。

小记者们学习代码，在电脑中输入指
令，让计算机自动运算数学题，他们时而
皱皱眉头，时而看一眼教程，手指在键盘
上熟练地敲击着，看着桌面上一排排的字
符，真像电影里用高科技破解密码的“黑
客”呀。

（文 / 摄草莓芋圆、橙子）

小记者 唐呈喻 任伯年小学503班

7月6日，在萧报小记者团老师的带
领下，我和其他九位小记者走进了蓝爵大
厦的一码编程学习室。

一打开软件点开运行，“编译”二字跳
入眼帘，我情不自禁念出声来。老师随即

问我：“你知道什么是编译吗？你从哪里
看到的？”在老师的一阵夸赞后，活动正式
开始了！

老师告诉我们，c++是人类研发出的
人与电脑交流的工具，它是一种语言，了
解c++后，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打出了
我人生中的第一行代码，让电脑和自己打
招呼。随后老师又教我们做一个计算器，
我们全部记下来，开始自己试验。神奇的
是，只要让电脑编译自己写的代码，就可
以检查代码有没有出错，学到这里，我激
动极了！一口气用“计算器”算了许许多
多算式，电脑瞬间给了我准确的答案，不
得不夸计算机的功能真强大啊！

此外，老师还教我们进一步改进计算
器，希望我们以后好好学习，在编程界大
展拳脚。最后我们玩着老师们做出的
C++游戏，伴着一阵阵欢笑声 ，依依不舍
地结束了这趟体验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