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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0日上午，40余名小记者跟着水
晶老师学习剪纸的技巧。

水晶老师简单介绍了春节的一些习
俗后，小记者们开始了剪纸活动。在水晶
老师的指导下，小记者们用对折法剪出了
一个喜庆灯笼，作为开场热身的开胃菜。
紧接着，大家学着剪双喜字和雪花。虽然
在剪的过程中碰到了各种困难：剪反了导
致图案碎裂、一不小心线条断开了……不
过大家并不气馁，在老师的指导下，一副
副漂亮的窗花在小记者手中诞生了。

活动结束，水晶老师还给大家布置了

回家作业，希望小记者们回家后，可以设
计出更多的花样，剪出各种造型的漂亮雪
花。（文/ 陈瑶摄/郑颖超）

小记者陈萧临汇宇小学303班
活动终于开始了，老师给每个小朋友

发了四张纸。让我们各拿出一张卡纸，按
照老师的方法折好，然后在纸上画一个灯
笼的图案，再把图案剪下来就好，我觉得
很简单，正当我得意的时候，发现灯笼的

“胡须”难住了我。这时老师看到了一筹
莫展的我，主动走过来，温柔地给我示

范。在老师的帮助下我成功了！我喜欢
剪窗花，它承载着我的新年愿望，也为春
节增添了许多欢乐的气氛，愿这代表我们
中华传统文化艺术之花永开不败。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礼仪”二
字内涵博大精深。2月3日，20位小记者
和家长们在杭州同建礼文化创意有限公
司创始人和 IPA 国际国内注册认证管理
中心高级礼仪培训师蒋建丽老师的带领
下，通过课堂教学和互动体验的形式，参
加了一场有趣的少儿礼仪课程。

小记者们先跟着蒋老师一起行了拜
师礼，别样的拜师礼受到了孩子们的喜
爱。接着，蒋老师运用孩子们喜爱的课堂
互动、故事穿插等多种形式进行教学，使
小记者们了解了学习礼仪的作用，培养小
记者们的道德感和责任心，倡导和践行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小记者们通过庄严的仪式，使其明
白孝亲尊师、感恩和明志的重要意义，学
会感恩，明确志向，承担家庭、社会、祖国

赋予我们的担当和使命。（文/摄 程玉凌）

小记者赖辰逸新街四小206班
小记者们来到同建书院参加孝亲、尊

师、感恩、明志的活动。走进同建书院，老
师让我们排队做净手礼，做完净手礼，活动
正式开始。首先，老师在孔子的雕像面前
上香，然后让我们一起拜孔子，老师告诉我
们要孝敬父母、尊敬老师、懂得感恩、远大
志向。接下来老师发下来聪明蛋、许愿灯
和纸条，让我们写下愿望、心得等。这次活
动让我学会了感恩，真是收获满满啊！

小记者杨松宇长山小学204班
这次活动，我们听老师给我们讲解了

一些中华传统礼仪。我们还跟着老师诵
读了《论语》的经典语句。接下来，到了我

最喜欢的亲子活动环节。
我们每个小朋友都站在爸爸妈妈跟

前，我的小手放在妈妈的大手上面，彼此
紧紧相握，跟着老师读感谢妈妈的话，我
非常感谢妈妈把我带到这个世界，我和妈
妈紧紧相拥。

我非常开心能参加这次的活动。我
长大以后想做一名正义的人民警察，惩奸
除恶，伸张正义，回报社会和父母。

规模庞大、影响广泛的大型赛事往往
代表着承办国家或城市的形象，通过大型
赛事展示其经济和文化水平，提升地位和
声望。1 月 29 日下午，小记者们走上街
头，对市民们关心、关注的亚运活动进行
随机调查访问和宣传。

在了解此次活动的主题背景，学习采
访礼仪后，小记者们排着整齐的队伍来到
江寺公园，面对公园里的游客，小记者们
大声朗读文明倡议书，向大家发起“让城
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的号召。

“爷爷您好，你知道什么是亚运兴城
吗？”“阿姨，您觉得我们城市在迎亚运期
间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小记者们拿着
调查问卷，在江寺公园对广大市民进行
了采访，对不了解亚运的市民进行了仔
细地讲解。

“办好一个会，提升一座城。”亚运是
我们当前关心的大事，对杭州来说，亚运
会的举办无疑又是提升自身城市知名度
的一大契机。作为小记者，要力所能及地
将文明迎亚运的意识传播得更远、更广，
让每一位萧山人为萧山自豪。（文/陈瑶
摄/郑颖超陈瑶）

小记者屠沈瑶北干小学104班
出发前，老师给我们讲了很多亚运会

的知识，并且告诉我要放大胆子，但我还
是特别害羞。正在我担心的时候，其他两
个小朋友已经带着我走向一位老奶奶，我
们鼓起勇气问道：“您有时间接受我们的
采访吗？”老奶奶和蔼可亲地说：“有时间
啊，你们问吧。”我们马上问道：“奶奶您知

道亚运会在2022年的几月几日开始吗？”
老奶奶脱口而出：“是在2022年的9月10
日,对吧？”我们高兴得点头，接着去采访
了别的行人。

通过这次活动，我了解了亚运会的知
识，也锻炼了胆量,真是收获满满！

小记者张燚恺朝晖小学302班
到了江寺公园后，我们开始分组采

访。“爷爷您好 ，我是萧山日报小记者张
燚恺，请问您有时间接受我的采访吗？”爷
爷回答有。“爷爷，亚运会将在我们杭州举
行，您觉得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力所能及的
事吗？”爷爷缓慢地说：“我们在平时应该
不乱扔垃圾，文明骑行，不闯红灯，提高自
身素养。”我觉得爷爷说得很对，我连忙感
谢爷爷接受我的采访。

我觉得这次的活动非常有意义，我们
小记者要呼吁大家做一个文明人，让我们
这座城市更文明，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让我们的亚运会顺利举行！

临近春节，年味越来越浓厚。为了增
添喜庆气氛，许多家庭会买花装饰家里。
从春节前到元宵节，各种热门花卉可以称
为“年宵花卉”。1月31日，76对萧山日报
小记者亲子来到浙江（中国）花木城“年宵
花市”一探究竟。其中，8名小记者作为小
小售货员，协助店家吆喝售卖。作为萧报
小记者团圆梦计划系列活动之一，他们的
劳动所得将助力从江西山镇中心小学的
结对学生实现心愿。

小记者们在参观“年宵花市”展区，学
习采访礼仪和技巧之后，领上任务单，开
始了当天的探访之行。花中之王牡丹、娇
艳欲滴的玫瑰、清雅幽香的兰花……人在
花中走，花香解千愁。穿行在万花之中的
小记者，被万紫千红、芳香馥郁的鲜花所

“惊艳”。赏花采访两不误，赏着美丽的鲜
花，小记者们还不忘完成自己的任务。很
多小记者都是第一次体验随机采访，徘徊
着不敢开口。终于，在爸爸妈妈的鼓励
下，在老师的引导下，他们勇敢地迈出了
第一步。“叔叔您好，我是萧山日报小记者
鲁子恒，请问您有时间接受我的采访吗？”
在得到店家肯定的回应后，小记者充满了
信心，一边听，一边细心记录。

这次活动，小记者们不仅锻炼了胆
量、提高了交流能力，还开阔了眼界，收获
了很多花木的小知识，了解到很多花都有
自己的寓意，象征着美好。比如牡丹花的
花语是富贵圆满，高贵优雅，水仙代表了
美好时光、欣欣向荣，长寿花的花语是长
命百岁、福寿吉庆。“老师，现在快过年了，
我了解到寓意美好、颜色鲜艳的花非常受
欢迎，比如蝴蝶兰、蕙兰等。”活动结束时，

一名小记者向老师展示他的任务单，还总
结了这次的采访成果。

浙江（中国）花木城是我们萧山区的
一张金名片，小记者们通过实地赏花、采
访，认识到家乡花木的美丽繁荣，了解到
现在人们越来越追求生活的幸福感。冬
日暖阳下，小记者一张张可爱的脸，犹如
盛开的那些花儿。（文/沈钰燕摄/代雨桃）

小记者谢孜豪北干小学205班
五颜六色的鲜花让我们大开眼界，有

硕果累累的金桔、有白里透红的“雪媚
娘”、有清新素雅的杜鹃……其中，我被蝴
蝶兰深深吸引，一个个精灵似的花朵，立
在长长的枝干上。店主阿姨耐心解答我
的提问，“蝴蝶兰各种颜色都有，寓意着

‘幸福向你飞来’，品种有几十种，比如大
辣椒、黑蜘蛛、金蝶等，它们花期长，比较
娇贵，只能在温暖的环境下生长，一周只
要在根部浇一次水，是一种象征吉祥的植
物，很适合过年赠送亲朋好友。”

这次探访年宵花市活动，不仅让我们
认识了很多花，了解了不同的花语，掌握
了采访技巧，虽然我还缺少一些采访经
验，但我相信通过今后的学习，慢慢会变
得越来越棒。

小记者陈清扬闻堰小学305班
这是我的首次采访，我迟迟不敢开口

采访。还好老板是个热心阿姨，她主动跟
我介绍了几种花草，告诉我：“仙人掌生长
在沙土里，耐干；红玉珠要选择光照充裕
的位置；蕙兰要进行干养，不要浇水太
多。”然后我观察了这些花草的外观特点，

并记录下来。随着阿姨的热心介绍，我慢
慢放松下来，主动问了哪些花草比较喜
庆，适合新年摆放。最后我知道了牡丹花
的花语是富贵圆满，高贵优雅；水仙代表
了美好时光、欣欣向荣；长寿花的花语是
长命百岁、福寿吉庆。

花市里还有一些来买花的人，老板说
她自己非常喜欢养花，所以在这儿开了店，
最后爸爸妈妈也买了一束鲜花、一个盆栽，
说是给家里添加喜气。这次我非常感谢这
位阿姨的热心回答，祝愿她生意越来越好！

1月30日，萧报小记者联合萧山党群
服务中心开展了“迎新春 包五彩汤圆”主
题活动。

活动现场，桌上五彩的糯米团让小记
者们惊奇万分。通过带队老师的介绍，大
家知道了此次五彩汤圆用的是纯天然的
材料，配有菠菜汁、南瓜汁、可可粉、火龙
果汁等，才呈现出了各种颜色的糯米团。
紧接着，就是动手环节了，将糯米团均匀
地分成大小一致的小团子，搓圆、压扁、放
上豆沙馅再搓圆，一个汤圆就做好了，一
堂课的时间，小记者们包了满满一盒汤
圆。通过这次活动，大家不仅体会到了劳
动实践的快乐，更感受了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文/摄 雷小燕）

小记者李霖锐金山小学107班
我们开始包汤圆了，只见面板上的那

些面团，五颜六色，真好看。我喜欢甜的，
所以选了豆沙馅。接下来我开始捏汤圆
了，我从一大团面中分出了一个小面团，
搓了搓，接着一只手拖着面团，然后边捏
边转，不一会儿，一个汤圆壳做好了，接着
填入豆沙馅慢慢地把口封住收紧，可是一
看这只汤圆歪歪扭扭的，于是我慢慢放在
手里揉一揉，我终于做成了一个比较圆的
汤圆。我连续做了十几个五颜六色的汤
圆。看着自己的作品，我心里别提有多高
兴了。

活动结束了，我用保鲜盒装着自己亲
手做的汤圆高高兴兴地回家了。晚上，妈

妈给我煮了汤圆，我觉得这个汤圆真好
吃。从这次活动中我明白了只有自己动
手，才能丰衣足食。

1月30日、31日，70余名小记者跟着
水晶老师一起亲手编织美丽的手链。

红色代表红红火火，天然红玛瑙寓
意好运滚滚，怎样才能把红玛瑙和红绳
编成一根漂亮的红手链呢？在小记者团
老师手把手地指点下，小记者们慢慢掌
握了诀窍。小手中的红绳从别别扭扭不
断返工到熟练操作，一根根红手链渐渐
成型。小记者们迫不及待地佩戴上自己
亲手编织的红手链，大家相互展示。一
根普普通通的红绳，把自己满满的爱心
化成一个个红绳的结，编织成带着祝福
的红手链，送给家人，送给朋友。（文/摄
陈瑶）

小记者丁可为高桥小学201班
水晶老师给我们讲解了有关红手链

的知识，丰富了我们对红手链的认识。
接下来，水晶老师做示范，她一边熟练

地编织，一边细心地讲解。轮到我们操作
后，原先看似蛮简单的过程，却有点无从下
手，我只好寻求老师帮助，按照老师方法，
我开始顺利地编织下去。忽然，我发现自
己编错了，马上请老师帮我复原。虽然编
织的过程很辛苦，不断地重复编，不过我一
想到要把这个手链作为新年礼物送给妈
妈，我顿时又有了动力，我的手就像充满电
的机器一样，快速的编织。

作为全场为数不多的男孩子，我一点

也没有输给小伙伴们，在我的坚持下，终
于顺利编织好了，我好开心！同时也明白
了一个道理：做任何事情都要有耐心，坚
下去，才会有所收获！（指导老师：瞿婧）

1 月 30 日和 2 月 6 日，萧山区文明办
联合萧报小记者团共同发起了“文明劝
导 小交警”安全守护特别行动。80名小
记者变身小交警，在接受防疫安全、活动
安全、“一盔一带”、文明交通安全知识培
训后走上街头，向广大市民朋友发起文明
倡议。小交警们在繁忙的路口进行文明
交通劝导。他们手拿“一盔一带”调查表、
安全宣传单在各个路口观察机动车、非机
动车、行人闯红灯等违章现象。

当看到路口有电瓶车驾驶员不戴头
盔时，小交警们迅速走到斑马线前，劝导
他们戴上安全头盔。他们先行一个标准
的队礼，然后礼貌地指出市民的不恰当行
为，提醒这种行为存在的安全隐患。小记
者们还采访了等车的叔叔阿姨和路过的
行人，对“一盔一带”相关问题进行调查，
向大家科普交通安全注意事项。小记者
们的行为得到了大家的理解和认可，过路
市民纷纷称赞。

此次活动，小记者们不仅深切体会了
交警叔叔工作的辛苦，更牢记了文明交通
的重要意义，作为传播文明交通的小使
者，小记者们还会在生活中践行文明倡
议，以身作则，成为大家的小榜样。（文/蔚
佳豪摄/陈瑶）

小记者莫林琪金山小学203班
可乐哥哥给我们安排采访任务后让

我们分组行动。解散后，跟我同一组的

两个小妹妹很快完成了采访任务，而我
却非常紧张。看着满公园来来往往的
人，我却找不到可以采访的对象。直到
妈妈用鼓励的眼神看着我，我才鼓起勇
气问一位阿姨：“阿姨，您能接受我的采
访吗？”“可以。”阿姨笑着说。我顿时松
了一口气，原来采访并不难，我接着问：

“您知道一盔一带是什么意思吗？”“是要
戴头盔的意思吧？”阿姨答道。听见阿姨
这么一说，我心中窃喜，到我大显身手的
时候了。我大声地告诉阿姨：“一盔一带
的带是指骑车要带安全头盔，驾驶汽车
要系好安全带。”有了第一次的采访经
验，我又顺利采访了两位爷爷。爷爷们
和蔼地回答了我的问题。

文明之城需要文明之行，每一位市民
都应该成为参与者和守护者。

全民迎亚运小记者在行动

我是文明劝导小交警

剪窗花寄心愿

迎新春包五彩汤圆

探访萧山花木城“年宵花市”

结红绳求福运

行拜师礼感受优秀传统文化

两会一般是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统称。2021
年，萧山区两会也即将召开。为了倡导广
大市民关注两会信息，树立主人翁意识，2
月6日下午，22名萧山日报小记者来到江
寺公园进行“童眼聚焦两会”采访活动，小
记者们以童眼聚焦两会，寻访路人。

本次采访活动以两会为主题，共有两
项任务。小记者们要学习两会基本常识
并向市民普及，分好组之后，大家就开始
组内讨论采访问题，思考如何用通俗易懂
的方式让爷爷奶奶也明白两会的意思。
小记者们还需要调查萧山市民生活满意
度，了解记录市民日常工作生活所遇到的
问题或困难，作为自己两会小提案的现实
素材。将近一个小时的自由采访中，小记
者们遇到过被拒绝，或者回答不清楚的情
况，但他们不气馁，相互打气，重拾信心，
寻找适合的采访对象继续出发。在活动
结束的时候，小记者们分享采访过程中遇
到的难题和解决办法，本次活动大家既学
习了两会知识，又提升了采访技巧，是一
次难忘的实践体验。

国家大事并不只是大人们的事情，作
为学生，作为小记者，也可以考虑社会未
来发展，就身边的大事小事提出自己的意
见想法，提出有意义的小提案、小议案。
了解两会背景，关注热点提案，让我们共
同努力，为社会进步发声，为美好未来发
声。（文/沈钰燕摄/代雨桃）

小记者廖一萌第一实验小学604班
采访开始后，我们小组决定分头行

动，单独采访，这样效率会更高。我看见
一位坐着看手机的阿姨，便走了过去。“阿
姨，您好，打扰您一下。我是萧山日报小
记者，想问您几个关于两会的问题，请问
您有时间吗？”阿姨笑笑说可以。“萧山区
两会即将召开了，您今年比较关注哪些话
题？”“首先是空巢老人的问题吧，他们年
纪大了，需要社会的一些帮助。”我问阿
姨：“您对您居住的小区建设有什么建
议？”阿姨想了想说：“我现在住的是个老
小区，停车位太紧张了，每天下班回来晚
了就没有车位，希望小区能增设停车位。”
采访完毕，我赶快采访内容记录下来。

通过这次采访，我们了解了两会知
识，原来关于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生活中
的点滴，都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关注民
生问题，解决民生问题，即国泰民安。

童眼聚焦两会

小记者采访店家

记录采访内容

制作五彩汤圆

合作编织红绳手链

展示制作完成的灯笼

合影留念

采访路人

小记者向市民普及亚运知识

对路人进行文明交通劝导

小记者探寻年味系列

小记者社会实践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