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的甜品种类越来越多，孩子的牙

齿出现问题也越来越多，但是大多数的孩

子都会对看牙有莫名的恐惧感，为了消除

对看牙的恐惧，提高他们对牙齿健康的重

视，11月16日,小记者一起走进杭州口腔

医院萧山分院，穿上白大褂，体验牙医的

工作。活动中，在医生的指导下，体验牙

模补牙，还体验给家人检查牙齿！在活动

中，孩子们学会了如何更好地保护自己的

牙齿，不受细菌的侵害，真正了解到了口

腔健康对自己的重要性。（文/摄 雷小燕）

小记者程希雯世纪实验小学302班
这次，我们的活动分为三个部分，了

解口腔卫生知识，体验小牙医活动，检查
我们口腔卫生情况。

牙医姐姐耐心地给我们介绍牙齿常
见的疾病：龋齿、牙周炎、冠周炎等等，通

过她的讲解，我们知道了正确的刷牙方
式，平时少吃糖及含糖食物的重要性。

讲解结束后，医生让我们体验怎样给
牙齿补“洞”，先给我们每人发材料，一人
一块石膏牙齿模型，一根双头钩以及一些
补“洞”的物质，然后教我们具体的操作方
法。此时此刻，我们就像牙科医生，在认
真地给患者看牙，发现有蛀牙的地方，用
钩子钩出补牙材料，再填入蛀牙洞中，把

“洞”填平填满，使它平整光洁。就这样，
我们在有趣的实验中体验到了当牙医的
乐趣……

结束后，牙医姐姐带领我们去一楼检
查我们的口腔卫生，小记者们一个个排好
队伍等待检查，排在我前面的小朋友被检
查出了4颗龋齿，他惊讶地瞪大了眼睛，轮
到我的时候，天啊！我也有3颗龋齿，医生
建议我们要越早补越好，免得蛀成大洞。

不知不觉，活动已经接近尾声，这次
活动特别有意义，让我知道了很多保护牙
齿的方法，我们怀着喜悦和感激的心情离
开了口腔医院。

我是小牙医，关爱牙齿从我做起

体验补牙过程

“大家好！我们是文明劝导小交警。

2022年亚运会将在杭州召开，这是我们的

幸福和骄傲。为此，我们向大家发起倡

议：文明排队不争先，不插队抢队，不推推

搡搡，展现个人修养……”

为了积极响应“讲文明 树新风 建设

美丽萧山”萧山区迎亚运·市民公共文明

素质提升活动。11月25日，萧山日报小记

者继续开展文明劝导小交警活动，向广大

市民朋友发起文明倡议。

在城河街、萧绍路等十字路口，小交警

劝导过往市民文明过马路，在公交站引导

乘客们遵守上下车排队秩序。同时，小交

警们还向过路市民、公交站上等车的市民

开展问卷调查，宣传文明排队，文明交通安

全知识等。小交警系列活动作为公益创投

项目之一，从今年4月份开展以来，广受家

长、老师、市民们的好评。活动以孩子角

度出发，宣传文明排队，让更多市民讲文

明，树新风，相信我们的家园必将会盛开

朵朵文明之花。（文/摄 蔚佳豪）

小记者闻堰小学301班 周欣玥
这次，我接到一个重要的“任务”，那

就是参加文明劝导小交警活动。
这次活动的主题是“我们身边有哪些

不文明交通行为”。
首先，我采访了一位奶奶，我礼貌地

问：“奶奶，您好！我是萧山日报小记者周
欣玥，能采访一下您吗？”奶奶笑着回答：

“可以啊，有什么问题呀？”“奶奶，如果您
在排队时遇到不文明排队现象时，您会怎
么做呢？”奶奶说：“我平时不太说话，这样
我会直接让开。”“谢谢奶奶！”

与奶奶再见以后，我又采访了一位姓
丁的爷爷。我问爷爷：“爷爷，您好，我是
萧山日报小记周欣玥，能采访您一下吗？”
爷爷说：“没问题，说吧！”“爷爷可以谈谈
您对排队的看法吗？应该如何排队呢？”
爷爷回答：“我认为排队就应该讲文明，按
次序排队。”“谢谢！”

最后，我又将第一个问题采访了一
位姓朱的爷爷。爷爷接受了采访，回答

说：“我会劝导，让他们文明排队。”
通过这次的活动，让我知道了：现在

有大部分人能自觉文明地排队，我们一定
要从自身出发，让城市更文明、更美丽！

我是文明劝导小交警

穿上小交警制服的小记者

11月 16日，30名萧报小记者来到萧

山日报，一起来探索制作鞋子的奥秘。首

先，小记者们跟着土豆爸爸了解皮鞋的材

质，头层牛皮、小羊皮、猪皮、牦牛皮……

小记者们认真听讲，并亲身体验了每种皮

质的手感。接着，土豆爸爸为小记者们讲

解了关于鞋子的制作工序：量脚、制楦、制

革、缝绑、制鞋等环节。小记者们听完制

作过程后，知道了定制皮鞋工序的复杂。

接下来，到了小记者们最期待的环节

了——制作“手指皮鞋”。土豆妈妈仔细

讲解了“手指皮鞋”的制作工序后，小记者

们就开始自己的创作了。穿针、打结、缝

合……经过小记者们耐心制作，一只只可

爱的“手指皮鞋”就诞生了。有小记者表

示要送给妈妈，还有的小记者表示要挂在

自己的书包上。（文/摄 郑颖超）

小记者王铱敏贺知章学校501班
我们用牛皮来做一只超迷你的小皮

鞋，等老师讲完后，我们就开工了。先把
两片牛皮的小孔对齐，然后像缝衣服一样
缝合好，然后另一边也重叠，同样缝一遍，

这样，皮鞋的第一部分就缝好了。第二部
分是鞋底，把鞋底和之前缝的部件的最底
部对齐缝合，再把鞋带穿进去，这样就大
功告成了。虽然看似很简单的工序，但是
在制鞋过程中，我寻求过很多帮助，不知
道线往哪里穿，不过最后还是顺利完成
了，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

时间如流水，没过多久就下课了，我
只做完了一只鞋，我拿着这只可爱“手指
皮鞋”高兴地回家了，小记者活动真好玩，
动脑又动手。

小记者陈鼎鸿北干小学403班
我从袋子里拿出剪好的材料，首先找

到鞋头和鞋帮的部分，它们是用牛皮做
的，我把它们两旁的洞完全重合，然后拿
起针和线，把线穿到针孔里，找到第一个
洞，用针戳进去，再把线抽过来。接着，我
又找到第二个洞,把针戳进去，再把线抽
出来……就这样我一针一针的开始缝了
起来。咦，怎么戳到了牛皮上？原来是洞
没有重合好，我马上再把洞与洞之间重合
起来，再继续缝制，很快，鞋子的一边缝好

了。另一边怎么办呢？我把两块牛皮摆
成一个鞋子的形状，然后把针从这个“鞋
子”下面穿过去，把线从洞中抽出来，然后
再用同样的方法缝好，就这样，一个鞋子
的造型就出来了。

现在开始要缝鞋底了，我拿起针把鞋
帮下面的针对准鞋底上的洞快速地缝起
来。我一会儿眯着一只眼睛，把细细的线
从洞里拉出来，一会儿专心致志地把细细
的针使劲往洞里戳，一会儿又用力拉绳
子，将鞋底固定住……终于，鞋底缝好了，
一只鞋子成型了！最后，我拿来一团软软
的棉花，把它塞到鞋子里，这样可以让鞋
子看起来饱满，不会瘪下去。

看着自己亲手缝制的小鞋子，感觉很
自豪啊！

小皮匠，大梦想

小记者职业体验系列活动

制作完成的小皮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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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高子渊育才小学502班
在这次活动中，我们来到南江公园，

探索地图的奥妙。
老师带领我们来到公园的一块空

地上，给我们发鸟瞰南江公园的图纸和
图例，让我们绘制一份南江公园的平面
图。图例有许多页，比如：长方形缺口
表示建筑物、圆圈表示树、横上一个箭
头表示花圃……领到任务以后，便开始
了我的大作。“对，这儿是浮船码头，还
有涓涓的小河和清清的湖泊，哦，别忘
了我最爱的喷泉……”我专心致志地画
着，把里面的山地、道路都画出来了。
而且图片的大小必须合理，既不能特别
大，又不能特别小。最重要的就是确保
地图的准确性。

地图在我们的生活中用途十分广
泛，下至旅行娱乐，上至国防航天。所以
它对我们的帮助十分巨大，在野外探险
时，如果迷路了，那它就派上大用途了。
例如：我上次在商场找不到厕所时，就可
以看商场地图。这次户外活动让我学习
了地图的使用，了解了地图的重要性，让
我多掌握了一门知识。

小记者沈雯雯戴村镇小501班
我们分成几个小队，每个小队都需

要在旗帜上画出一个队徽和口号。经
过大家激烈讨论，我们队的队徽为太阳
花，口号是“太阳太阳，充满力量！”口号
确定后，队长布置完了任务，小伙伴们
就分头行动。大家四处分散，根据地形
地貌，把自己摸索到的、看到的都化为
图例，再在图纸上画下来。每个人都有
责任把自己小组的地图画得更好，所以
一开始我们就团结合作，争取画出较准
确的地图。在我们的努力下，地图终于
画好了！

正当我们欢呼雀跃的时候，石头哥
哥又提醒我们：“一张完整的地图需要地
图名称、方向指南、图标解释等，你们有
没有缺少？”啊呀，我们的地图正少了名
称和图标解释，这以后可得记住了。

时间过得很快，大家意犹未尽！这
次活动让我们学到了如何使用指南针、
看懂地图，学会寻找方向，并学会了画
地图。

小记者吴梓滢劲松小学501班
“这次，我们要来认识地图，画地

图。”石头哥哥话音刚落，小记者们纷纷
拿出纸和笔，望着南江公园的俯视图，跃
跃欲试。我也拿起了笔，开始写了起来：
小路是用虚线表示的，一排排树画成圆
圈，还有公共卫生间……

在我的精心制作下，完成了一幅南

江公园的简约地图。石头哥哥还提醒我
们，要写上坐标，不然，我们这地图看上
去，找不着东西南北了。

最后，还要在地图的左下角标注图
例，有了图例，可以帮助我们阅读地图，
还可以通过地图中的比例尺，折算出大
致距离。

在大家的欢笑声中，我们结束了这
次有趣的户外探险活动。通过了解地图
的知识，以后出行游玩更方便啦！

小记者朱程依涵新街三小504班
我拿着笔，一会捏捏自己的下巴，一

会敲敲自己的脑袋。看着南江公园鸟瞰
图，抓起一旁的笔，同其他队员一起细心
地画了起来。房屋怎么表示？树木怎么
表示？我不断翻看手册，问题一一解
决。原本雪白的纸张，在我和同伴们的
绘制下，地图的模样逐渐显形。此刻心
中满满的自豪感。

这次我学到了关于地图的不少知
识，掌握了地图的使用方法……下次，期
待再和大家一起学习！

小记者范羿朝晖小学301班
大家对地图应该都不陌生吧，常见

的是景区的旅游地图。
这次的小记者活动地点是在南江公

园，从我们平常常用的景区地图入手。
首先，因为人数比较多，我们分成了几个
小组，每组同学纷纷开动脑筋，大显身
手，绘制自己队的队旗，然后就开始绘制
地图。我们队虽然在队旗绘制中出了一
个小差错，把队旗画反了，以至于不能插
在旗杆上，但是我们队在绘制地图中队
员们可是团结协作，分工明确，有在卫星
地图上找景物的，有在地图上找图例的，
还有在图纸上画图的，大家非常认真，最
后我们组的地图受到了石头哥哥的表
扬，我们队员非常开心。

这次小记者活动很有意义，我又学
到了很多户外知识。

学测量、识图标，
小记者手绘公园地图

11 月 24 日，

萧报小记者在石

头哥哥带领下走

进南江公园，了解

地图知识，认识地

图标识，手绘南江

公园地图。

“这样的活动

很有意义，孩子们

不仅徒步锻炼身

体，还要观察、记

忆、了解所经过的

路线、标志性建

筑，加深了对地图

的了解，孩子们很

喜欢。”家长说。

（文/摄 洪磊）

制作完成的地图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若说平时学习是静坐中的课堂，

那么研学营就是行走中的课堂。

设想一下

当他看到与南城不同的北国风光，

当他看到课本里的中山陵就在眼前，

当他登上电视中的直升机……

了解国情、热爱祖国、开阔眼界、增长

知识，好的教育就是无痕迹的教育，“研学

旅行”，就是这样。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研学旅行超越了教材、课堂和学校的局限，

向自然、学生的生活和社会领域延伸与扩

大，将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充分结合起来，

不但能唤醒学生的学习热情，还可以使学

生积极进入情境中，自觉地参与实践活动。

对于孩子们来说，参加研学旅行，他们

可以在与平常不同的生活中拓宽视野、丰

富知识，加深与自然和文化的亲近感，增加

对集体生活方式和社会公共道德的体验，

提升自理能力、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让孩子收拾好行囊

带上美好的憧憬

约上最好的伙伴

和萧报小记者团度过一个难忘的冬

日吧！

小记者小记者··大世界大世界

20202020年萧山日报冬日研学营报名开始啦年萧山日报冬日研学营报名开始啦

萧报小记者萧报小记者

1. 行走山水徽州，化身徽派学
徒——我的徽派学院（古典文化研

学，感受千年古城的一点一滴）

营期：1月13日—1月16日
营地：安徽歙县
研学对象：7—15岁
联系人：石头老师
报名咨询电话：13958028246

（微信同号）

2.中国小空军成长励志研学冬令
营——飞虎突击队军事3日营（砺剑长

空，保家卫国，我们是中国小空军！）

营期：1月18日—1月20日
营地：宁波

研学对象：7—15岁
联系人：燕子老师
报名咨询电话：13867489723

（微信同号）

3.冰雪童画营——觅北国风情融
东北人文（雾凇、天池、关东冬捕、朝

鲜风情、林海雪原、激情滑雪，这个寒假，

就来长白山寻找属于你的冰雪奇缘！）

营期：1月31日—2月4日
营地：吉林、长白山
研学对象：7—15岁
联系人：水晶老师
报名咨询电话：13867110872

（微信同号）

4.金陵城市文化探索记——城市生
存挑战营（跨省研学挑战必选之旅）

营期：2月2日—2月5日
营地：南京
研学对象：7—15岁
联系人：可乐老师
报名咨询电话：13588313660

（微信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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