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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小记者节，萧报小记者收获多项省级大奖
11月8日，来自全省11地市的小记

者，用各地方言童谣咏叹美丽家乡、魅力
浙江，共同庆祝2020浙江小记者节。

活动中，萧报小记者团荣获多项荣
誉，其中“流动科技馆进校园活动”荣获浙
江省小记者十佳品牌项目（活动）奖，5名
小记者的作品在“我家的小康生活”全省
主题征文中获奖。

今年的小记者节首次开启“云相聚”
模式，以大型融媒体直播的形式展开，杭
州主会场与其他10地市分会场大小屏联
动，全省万名小记者以“我家的小康生活
万名小记者走读大浙江”为主题，共同见
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进程和巨大变
化，现场正式启动“我的浙江我的城”浙江
省首届模拟新闻发布会盛典。

特殊时期阻隔了各地小记者相聚的
脚步，却阻止不了孩子们庆祝节日的热
情。当天，10余名优秀的萧报小记者代
表们穿上红马甲，带着憧憬与喜悦，奔赴
杭州主会场，与全省30余家会员单位的
小记者“云”相聚。新时代的小记者们，在

“云”端创新庆祝方式，互动交流传递美好
祝福。

2020年是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浙江正在努力
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生活在浙江、学
习在浙江、在这片土地上茁壮成长的小记
者们，也积极响应浙江省新闻工作者协会
小记者工作委员会推出的“温暖回响·我
家的小康生活”主题作品征集活动。萧报
小记者张燚恺、朱宸、蒋源、汪晓麒、吴佩

蘅的作品在评选活动中获奖，小记者吴佩
蘅作为代表现场上台领奖。从《一把小雨
伞 撑开小康梦》到《小康不是终点，是起
点》，孩子们童眼看小康，写出了自己对小
康的理解，笔下的小家庭各有各的幸福温
暖。据悉，这些作品将集结成册，汇编出
版《温暖回响·我家的小康生活》。

2020浙江小记者节，全省小记者还用
“胡柚娃”动画形象，以方言来介绍自己的
家乡，赞美家乡的美好，祖国的繁盛。“偶个
屋里是宁围，宁围是个有独特的人文精神
的乡镇。”萧报小记者金奕然的声音在主会
场响起，她用家乡话介绍了宁围从围垦开
始，到举办G20，再到迎接亚运会的变迁和
发展，语言中有满满的自豪。十一地市小
记者，十一种方言话家乡，小记者们通过
《胡柚娃》配音，从细节切入介绍魅力家乡，
展现小康路上的人、事、景、物。

正所谓：我的浙江我的城，我的城里
故事多。由浙江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小记
者工作委员会、浙江省旅游协会联合主办
的“我的浙江我的城”2020浙江省首届模
拟新闻发布会盛典即日正式启动。萧报
小记者余文涛作为代表上台参与启动仪
式，届时全省11地市小记者组队发挥创
意、“花式”推荐自己的家乡，展示宣传城
市形象，从小记者视角对美丽浙江这一

“重要窗口”进行新颖、丰富、独特的呈
现。这是全国首次以“新闻发布会”这种
特殊形式开展的小记者活动，这不仅是对
浙江小记者风采的一次集中展现，同时也
是一次鲜活的青少年传媒素养教育实
践。（文/摄 沈钰燕）

小记者詹敏湘师实验小学602班
11月8日下午，我们参加了浙江省小

记者节“我家的小康生活 万名小记者走
读大浙江”大型融媒直播活动。我们和全
省其他 10 个地市的小记者进行线上互
动，云上相聚共度“2020浙江小记者节”。

首先，全省各地小记者代表化身“胡
柚娃“，以方言话家乡开场，在云端正式拉
开帷幕。萧报小记者金奕然给胡柚娃的
配音《我的家乡——萧山宁围》在现场展
示，赞美了宁围精神，无论是G20峰会的
召开还是 2022 年亚运会的到来，都让我
们看到了宁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
进程和巨大变化，作为萧山人的我感到特
别自豪。

随后，“我家的小康生活”的口头作文
展示及视频展播也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通过主、分会场的互动连线，各地小记者
代表真情讲述小康生活的温暖故事，让我
们在云端就了解了小康路上的人情风貌，
带给了大家许多温暖的体验，更让我们感
受到了祖国的繁荣与富强。活动现场还
公布了“温暖回响·我家的小康生活”优秀
作品评选结果，并举行了颁奖仪式。

最后，主办方正式启动了“我的浙江
我的城”2020浙江省首届模拟新闻发布会
盛典。据了解，这还是全国首次以“新闻
发布会”的形式开展的小记者活动呢，能
参加这次活动，看着家乡的变化，浙江的
繁荣发展，我真是太幸福了。

小记者金奕然宁围小学504班
这次活动最大的亮点就是直播，舞台

上的大屏幕一直吸引着我。突然，屏幕中
播出了“胡柚娃”的形象，一位女生正用杭
州话介绍杭州是个文明又美丽的城市。
我想，下一位同学会是谁呢？我投稿的胡
柚娃作品会不会被录取呢？正在我想的
时候，“我的家乡——宁围”出现了。那一
刻，我呆住了，因为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
我看到了我的名字，我的脸瞬间通红起
来，有点害羞但又很高兴。我看了看四
周，大家都被大屏中播放的内容吸引了。
看着一张张围垦的照片和现在美丽的宁
围对比，我想起前不久向爷爷学习说萧山
话的那个下午。因为平时普通话说多了，
讲起萧山话还不那么流利，我拿着稿子，
跟着爷爷一句句学，把这浸满了萧山乡音
的语言和对家乡的自豪之情讲了出来。

听着自己用家乡话向全省小记者讲
宁围，让大家认识了宁围的发展史，作为
宁围人，作为一名萧报小记者，我感到非
常自豪。

迎亚运，文明交通伴我行
11月7日萧报小记者团组织20余名

小记者来到宁围街道交通治理工作站。
活动现场，交警叔叔孟鹏通过PPT，给大
家详细讲解了交通知识，教育大家作为交
通参与者如何保护自己，嘱咐小记者们过
马路要看信号灯，走人行斑马线等。随
后，大家跟着交警叔叔来到了监控室，在
交警叔叔的介绍下，才知道这个大屏幕的
监控设备是专门用来观察各个路口的交
通情况，根据需要，还可以随时切换频
道。交警叔叔还给小记者们切换了高空
监控高清频道，这个频道主要是用来观察
主要路段、交通流量、交通动向、交通事
件、交通违章等。不止这里，连学校周边
也有交通监控。交警叔叔很快调出了设
置在宁围小学的监控，大家发出了惊叹的

声音，这些监控设备能让违反交通规则的
人无所遁形。

活动的最后，孟警官特意提醒小记
者：“除了自己要遵守交通规则外，还要告
诉我们周围的同学遵守交通法规、要有交
通安全意识。”大家纷纷表示，以后一定遵
守交通规则，不给交警叔叔添乱，做一个
文明小市民。”（文/摄 雷小燕）

小记者姚皓钦金山小学206班
在宁围街道综合信息指挥部，见到了

给我们讲解交通知识的孟警官，和我平常
在马路上看到的威武的交警叔叔有点儿
不一样，他非常的温柔。孟警官先给我们
观看了一些交通安全知识的视频，知道了
行人信号灯和非机动车信号灯的区别；认

识到机动车的信号灯是一个个圆饼形状
的，还有各种箭头；认识到斑马线后面有
停止线，所有车辆都需要在停止线前等
待；过马路一定要看信号灯；开车、乘车要
系安全带；坐电瓶车需要戴安全帽。孟警
官也给我们讲解了一些不遵守交通规则
的后果，不仅会造成交通事故，也会造成
人员伤害。通过孟警官的讲解，我意识到
交通安全的重要性。

采访时间到了，我们问孟警官，“为什
么要成为一名交警呢？”孟警官告诉我们，
社会需要警察去维持治安，交通秩序需要
交警调度指挥，这是一个很神圣的职业。
最后，孟警官还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小要
求，不仅要做一个遵守交通规则的小学
生，也要提醒我们的家长，做好文明交

通。 从今天起，从我做起，我要争当交通
文明小天使！

快乐学英语
为了让孩子们学好英语，提高学习英

语的积极性。11月8日，小记者走进美派
英语学习如何学英语。课堂上，美派英语
的王超老师分享了多年学习英语的经验，
讲述了中国学子学习英语的现状与误
区。通过英语游戏让孩子及家长更好地
掌握英语的听说读写方法。

活动的最后，王老师说：无论你的方
法是什么，一定要端正观念、找对方法、遵

循规矩、结合自身。最重要的是学得轻
松，学得开心，让孩子拥有扎实的英语基
本功。(文/摄 雷小燕）

小记者王晨媛闻堰小学507班
11 日 8 日，我抱着激动的心情，到达

美派英语，准备上王超王老师的英语分享
课。王老师进入教室开口便是问句。“同
学们学英语时烦恼吗？”，“家长们看着孩

子学英语时烦恼吗？”得到答案后，王老师
就进入了正题，她让我们玩了一个游戏，
通过接龙的方式，用肢体语言或声音传达
英语语句，最终我们把：“你几岁了？”变成
了“你今天几岁了？”玩好游戏后，她还教
了我们学英语的小妙招：列思维导图，根
据图片联想英文等。

通过王老师的讲解让我学习英语的
小妙招，让学英语不再痛苦。

科学魔法变变变

魔术总是披着一层神秘的色彩，10月
27日中午，水晶老师给任伯年小学的小记
者们带来了一场好玩的“魔术课”。“吹不
大的气球”“水往高处流”“纱布和水的故
事”……每个神秘的小魔术背后，都藏着
不同的科学道理。活动结束，小记者们还
前往流动科技馆体验了静电乒乓、无弦
琴、魔力水车、尖端放电等蕴含着许多科
学知识的项目，“好玩”的科学游戏，让孩
子们流连忘返。

将深奥的道理藏在魔术里，边玩边
学，在轻松的氛围下，小记者们学到了不
少科学知识。下课了，小记者们还意犹未
尽，希望下次还能跟着水晶老师学更多的
科学魔术。（文/陈瑶摄/洪磊)

小记者沈诗佳任伯年小学409班
最吸引我的是水晶老师在实验开始

前的“魔术”。当水晶老师把水倒入到一
个杯子里，把杯子倒扣过来，竟然没有水
流出来，太神奇了。在我们的惊叹声中，
水晶老师给我们演示了一遍：将一种白色
粉末倒进盛水的盆子里时，粉末随即迅速
的膨胀起来并变成透明无色的胶水状颗
粒物，盆子里的水竟然被粉末神奇地吸干
了，而且任凭我们怎么去挤压那些胶水状
颗粒物，被吸进去的水再也挤压不出来
了，这太让人感到惊奇了！

做完这些科学实验后，水晶老师还带
我们去体验了流动科技馆的好多科学项
目，这次活动让我学到了很多科学知识，下
次有机会我还要参加这样有意义的活动。

制作叶脉书签

11月8日，40名小记者跟着草莓姐
姐一起学习制作叶脉书签，送给最爱的
人。在认真听了草莓姐姐讲解叶脉书签
制作方法和注意事项后，小记者们迫不及
待地开工啦。只见他们把经过10%氢氧
化钠溶液煮好的叶片放在塑料板上，眼睛
紧紧盯着，手上小心再小心地刷着叶脉，
就怕一不留神刷破了宝贝。用软毛牙刷
顺着叶脉轻轻刷掉叶肉，再将叶脉在双氧
水中浸泡、漂白、染色、塑封后，一片独一
无二的叶脉书签新鲜出炉了！那细细的
叶脉交织在一起，就像丝织的细纱，又像
薄薄的蝉翼，惹人喜爱。（文/摄 郑颖超）

小记者康琰第一实验小学403班
我从草莓老师那里得到了一个用碱

水煮过的树叶，它已经变成了棕黄色并且
蔫蔫的，我小心地把它平铺在塑料板上，
我既紧张又兴奋，好像是要给这个病怏怏
的树叶做手术。紧接着，我用手指按住树
叶中间的叶脉，另一只手用牙刷轻轻地刷
树叶，这时候，我们一定要顺着叶脉的方
向一点点地刷掉叶肉，我集中精神，丝毫
不敢马虎，看到其他的同学刷破了树叶，
我不由得更加小心翼翼，开始屏住呼吸，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成功地刷掉叶肉得到
了叶脉，我的心情别提多高兴了！然后，
就简单多了，把做好的叶脉放到漂白水中
浸泡几分钟做个美白，再放到色素水里给
它加个颜色美美容，用纸巾把水分擦干，
当然这些也需要一丝不苟，不能大意。最
后，把叶脉塑封起来，再用剪刀沿着叶子
的边缘剪出叶子的形状、打孔挂上流苏，
一个漂亮的叶脉书签就大功告成了！

展示叶脉书签

科学实验“烧不破的气球”

模拟骑行

英语亲子课堂

“温暖回响·我家的小康生活”颁奖仪式

萧山区科学技术协会
萧山日报小记者团

联合出品

刷叶脉

11月11日下午，2021年萧山日报小
记者换届工作联席会议在萧山日报社召
开。小记者团的5家倡议单位区文明办、区
关工委、区教育局、团区委、萧山日报社相关
领导以及我区各片总辅导员参加了会议。

此次会议，是萧报小记者团扩容再出
发的标志。此前2004年，小记者团在萧
山日报社、萧山教育局、萧山少工委联合
倡议下成立。16年来，小记者团坚持以
特色办活动，以实践促发展，为我区近3
万名青少年创设了社会、学校、家庭三联
动的良好学习和实践活动平台，取得了丰
硕的成果。从今年开始，区文明办、区关
工委也将正式成为小记者团倡议单位。
成员单位扩充之后，预示着小记者团资源
将不断充实、丰富，也预示着小记者团将
面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再次出发。区文明
办副主任王伟东，萧山日报传媒有限公司
总经理王丽芳，区老干部局局务会成员、
区关工委专职副主任胡君，团区委副书记
章菲，区教育局党群科张黎共同按下“小
记者再出发”启动键，标志着5家单位共
同成为萧山日报小记者团倡议单位。

会议回顾了2020年小记者团重点工
作，并提交审议《2021年小记者换届选拔
方案》。各单位领导、各片总充分肯定了
小记者团为助力我区青少年成长以及作
为学校教育补充所作出的贡献，并就今后

如何进一步细化各项工作、如何进一步提
升活动效果等方面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建
议。区教育局党群科张黎提出，小记者团
要更好地与学校活动相结合，加强活动的
延展性，让小记者更好地找到存在感和荣
誉感。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任胡敏
华提出，小记者团要积极转变角色，按需
服务、主动服务、分层服务，更好地实现价
值提升。团区委副书记章菲表示，小记者
团要坚持以围绕中心、惠及基层为出发
点，更好地发挥资源整合优势，服务学生
群体。区老干部局局务会成员、区关工委
专职副主任胡君表示，区关工委拥有丰富
的师资与课程资源，今后将与小记者团打
通，更好地助力青少年成长。最后，萧山
日报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丽芳讲话，作
为小记者团的第一任秘书长，她对关心、
支持小记者团发展的各倡议单位、各与会
代表及社会各界表示感谢，并要求小记者
团以此为新的起点，充实和完善小记者团
工作，持续地、更好地将小记者团工作做
精做优，努力为小记者们留下宝贵的实践
经历和人生经历。

此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2021年小
记者选拔工作正式启动。本次小记者换
届选拔将对所有报名者进行面试，一方面
通过提高准入门槛，进一步优化小记者队
伍，控制小记者总人数，同时将更加注重

对小记者能力素养的培养和提升。2021
年，小记者团将延续每月活动一主题的形
式，同时，面向全体小记者开启专业培养
模式，即根据小记者的志愿和兴趣爱好，
对小记者进行面试、选拔、分类，为小记者
量身定制特色主题课程，有针对性地培养
有专业素养的小记者，让小记者在广泛体

验各类活动的基础上，再深入培养文学素
养和科学素养。 (文/吴利红 蔚佳豪)

新起点新征程小记者再出发
2021年萧报小记者换届工作联席会议顺利召开

五家倡议单位领导共同按下“小记者再出发”启动键

扫一扫，下载
2021年小记者报名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