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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6
月5日上午，27位身为少先队员的小记
者们来到萧山北干山革命烈士纪念馆，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重温红色记忆，传
承红色基因。当一幕幕壮烈的历史画
面重现在眼前，当一位位革命烈士的名
字被点亮，小记者们整齐地敬礼，向英
雄们致敬。

随后，小记者们开始攀登北干山，
向山顶的革命烈士纪念碑进发。炎炎
烈日并不能阻挡小记者们向革命烈士
致敬的决心。每一节台阶，都是历史长
河的见证，拾级而上，登上山顶，小记者
们在烈士纪念碑前默哀致敬，并献上亲
手制作的纸花。

本次活动旨在回顾党的奋斗历史，
讴歌党的光辉业绩，革命烈士永垂不
朽，青少年作为祖国的未来一代，一定
要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继承优良的革
命传统。（文/摄 洪磊）

小记者陈梓轩育才小学202班
我们先来到革命烈士纪念馆。展

厅正中刻着一幅画，他们手持冲锋枪，
向敌人发出猛攻……一位解说员为我
们讲述着烈士的英雄事迹。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抗战期间，萧
山曾遭到了日军战机的轰炸，我们边
听边记，没有一个人说笑。是战士们不
顾一切，冲在前面，保护着百姓，却牺牲
了自己，他们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走出展览厅，我们开始向山顶出
发。我们沿着石阶往上爬，等我们爬到
山顶已经是气喘嘘嘘，上气不接下气。

来到革命烈士纪念碑下，我们抬头
仰望，高大的纪念碑上刻着“革命烈士
永垂不朽”几个大字。听着石头老师说

“向革命烈士鞠躬，低头默哀”。我郑重
地低下头……

默哀结束，我们又排着整齐的队伍
围着革命烈士碑走了一圈，我把亲手制
作的小白花放在了烈士碑前。

时间不早了，我们排好队，听着石
头老师的指挥，安全地回到了山脚下。

这次，我深深地体会到如果没有许
许多多烈士的前赴后继，就没有我们如
今幸福的生活，我一定要好好学习。

6 月 4 日中午，萧山区第五届美德标
兵于冲来到第一实验小学，给同学们带来
了美德宣讲，分享他的事迹和心得。

美德标兵或许就是我们身边擦肩而
过的陌生人，他们没有光鲜的外表，看上
去普普通通，但他们有善良的内心，崇高
的精神，就比如热心于献血的于师傅。无
偿献血是一件很温暖、很有爱的公益小
事，很多人都会参与献血，但于师傅把这
件小事一做就是17年。他先后四次获得
国家卫生部颁发的“无偿献血奉献奖 金
奖”荣誉。他说：“献血可以帮助别人，甚
至挽救他人的生命，我想把这件事一直做
下去。”听着于师傅的讲述，看着大屏幕上
献血248次、献血总量84600ml的数字，小
记者们都被深深触动了。

作为“小记者对话美德标兵系列”之
一，第一实验小学小记者采访了于师傅，
在交流中感受到于师傅身上优秀的品
质。小记者们问了于师傅关于献血知识、
第一次献血等问题。问题一个接一个，大
家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的东西越多，感触
也就更深。蕴藏在于师傅背后的热血助
人和敬业奉献，让小记者们充满了敬佩。

美德标兵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感染身
边的人，他们是孩子们心中的榜样。活动
结束的时候，小记者们的眼睛亮晶晶的，
他们说要向于师傅学习，未来也积极帮助
他人，参与公益事业。（文/摄 沈钰燕）

小记者宋鸿博第一实验小学303班
这次，我在学校的多功能厅，我见到

了萧山区第五届美德标兵——于冲。
于叔叔是江苏人，多年前来萧山服兵

役后就定居在了这里，也是从那一年开
始，他参加了无偿献血，这一坚持就是17
年。目前，于叔叔已经献血248次，听到
这个数字的时候，我们都惊呆了，于叔叔
太了不起了！

到了采访环节，大家纷纷举手，每个
人都有问题想问于叔叔。“叔叔，献血疼不
疼？”“叔叔，您是怎么参加第一次献血的
呢？”“叔叔，是什么支撑您这么多年一直
坚持献血？”面对大家的提问，于叔叔微笑
着，一一耐心解答。他告诉我们，献血的
针管比较粗，扎进去的时候肯定会痛，但
是一想到可以帮助别人，他就觉得这是一
件很快乐的事情，特别是能够挽救他人的

生命，非常有意义！
听完于叔叔的话，我们都被深深感动

了。他是我们身边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
榜样！

拉开六月的帘幕，柔风轻轻，花香满
满，萧报小记者团的“劳动美 幸福娃”农
耕主题活动终于迎来了令人期待的采摘
环节。体验了“播种——生长——收获”
系列后，6月6日，小记者们走进身边的田
园，来到了戴村智慧农创园，一起体验传
统农耕文化，感受自然氛围并感知劳动带
来的幸福感。

来到山青水秀的戴村，呼吸着新鲜的
空气，小记者们坐上花海小火车，欣赏田
园风光。放眼望去，满目皆绿，小记者纷
纷感叹大自然的美丽风光。不远处的玻
璃房里种植着五彩有机小番茄，也热情的
欢迎着小记者们的到来。本次活动的重
要环节就是让小记者们体验采摘的乐
趣。“哇！这里有黄色的小番茄！”“这个小
番茄好好吃呀！”小记者们一边采摘，一边
发出了各式各样的感叹。品尝着纯天然
的有机小番茄，还能亲自采摘一篮与家人
分享，小记者们都热情高涨，采摘起来更
是干劲十足。工作人员还耐心地给大家
讲解了有机小番茄的特点和生长习性，解
答了小记者们的各种疑惑。不一会儿，小
记者们就都收获满满，完成了乐趣采摘，
开心地和自己的劳动成果合照留念。

之后，小记者们跟随工作人员参观了
古老的农耕用具，学习了传统农耕文化。
见到这些古老的器具，大家都十分新奇，
因为这些都是他们只在书本上看见过图
片的器具。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小记者
们还体验了龙骨水车，学习了如何用龙骨

水车抽水。园区里还住着很多小动物，鸬
鹚、羊驼、水牛等等，吸引着小记者们的眼
球，纷纷驻足和它们进行了互动。活动最
后环节，小记者们还和家长一起完成了端
午香包的制作，装满了艾草的小香包和小
记者一起迎接着端午节的到来。

远离城市的喧嚣，体验采摘乐趣，亲
近大自然。通过本次劳动之旅，小记者们
加强了对劳动的认知，提升了劳动素养，
培养了良好的劳动习惯，在劳动中锤炼坚
毅品格，在劳动中促进全面发展、健康成
长，希望在未来的生活中小记者们可以传
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将劳动文明之光传
得更远。（文/潘立毓摄/程玉玲）

小记者陈清扬闻堰小学305班
“呜呜呜”伴随着一声清脆的汽笛声，

小火车缓缓开动了，花海中插满了五颜六
色的风车……我们如在仙境中穿梭，最后
穿过一道“彩虹通道”，来到了终点，开始
了采摘番茄的环节。

老师教了我们如何识别成熟的番茄，
采摘区的番茄有好几个品种，其中还有一
种非常特殊的彩色番茄，如果运气好就可
以找到。采小蕃茄前，我心情格外紧张，心
中想着我会是那个幸运儿吗？能找到彩色
的番茄吗？在领取篮子后，我飞快地迈开
步子，跑向采摘区，不断找寻着彩色番茄，
可是时间过半我还是一无所获，没办法我
只能先采摘其他品种。摘的过程中我尝了
所有的品种，发现黄色的番茄比较甜。

采摘结束后，我们参观了早些年前的
一些农具，比如风车、水车等，我们还轮流
体验了手摇式采水，最后到大厅做了艾草
香包，都非常有趣，感兴趣的小朋友都可
以去体验一下哦！

小记者吕可莹汇宇小学205班
到达目的地，我们先坐了小火车，一

眼望去，碧绿的、翠绿的、墨绿的……绿色
无处不在，让人觉得赏心悦目！接着到了
摘番茄的环节，红的像灯笼、黄的像玛瑙，
让我大开眼界的是还有五彩番茄，除了圆

的，居然还有其他形状的，真的是千姿百
态，让采摘变得乐趣无穷！

采摘后我们去看水车，这种古老的灌
溉工具，有了抽水机后它退出了历史的舞
台，如今摇身一变，变成了一道美丽的风
景！我也蠢蠢欲动想上前去体验一下其
中滋味，那快乐的水声跑进田间，稻田笑
了，农民伯伯也笑了，多么美好！

之后我们看了小动物，又自制香囊，
第一次拿针线，我有点笨手笨脚，缝得歪
歪扭扭，但我坚持不懈，终于大功告成！
多么有趣的一次活动，让人意犹未尽！

领略田园风光体验乐趣采摘

5月初，由区文明办、区关工委、团区
委、区妇联、萧山日报社联合主办，杭报集
团《少年学报》、萧山日报小记者团承办的
萧山区关爱青少年成长导师团组建完
毕。导师团以“线下活动”和“线上专栏”
的形式，来到同学们的身边，更好地为广
大青少年成长保驾护航。

6 月 6 日，萧山区关爱青少年成长讲
堂第二期精彩开讲。本次我们邀请到了
萧山区关工委“五老”讲师团成员，原萧山
电大院长詹漪君，她也是首批萧山区关爱
青少年成长导师团成员之一。詹老师的
讲座主题《以阳光自信的心态迎接期末的
到来》也十分贴近青少年的需求，一方面
教给在场同学需要保持阳光自信心态的
重要性，另一方面给大家分享学习技巧，
助力大家消除期末迷茫感，掌握正确复习
方法。

詹老师结合自身成长经历、小外孙的
趣味故事，向大家分享了“自信对成长带
来的优秀影响”。 她通过丰富的实例、细
致的讲解引导在场同学和家长要学会欣
赏自己的独特性，如何做到阳光面对生
活。整场讲座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进
行，“阳光的孩子，内心充实，有安全感，朝
气蓬勃。”詹老师分享的内容给大家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帮助大家更加清晰地认识
了阳光自信心态可以给学习和生活带来
积极正面的影响，并为大家调节自身压
力、养成良好习惯、提供了有效的方法，进
一步助力同学们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现场的小记者掌握了舒缓压力、科学
学习的有效方法，增强了自我抗压能力和
调节能力，大家纷纷表示要以更饱满的精
神状态投入学习，备战期末，自信对待任何
事情。萧山区关爱青少年成长讲堂的开
展，有效地帮助青少年解答成长困惑，为青
少年的幸福人生奠基。活动结束的时候，
小记者家长主动上前与詹老师交流，禚浩
睿妈妈说：“詹老师是我的偶像，今天一堂
课，真是学到了很多。”（文/摄沈钰燕）

小记者黎珏信息港小学204班
这次的课是关爱青少年成长导师团

的詹漪君老师讲的《以阳光自信的心态迎
接期末的到来》。

詹老师先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阳光
自信，并且教了我们一个小窍门：不开心
的时候跳一跳。并且让我们回家试试三
句话：我能、我不能、我试试。

随后，詹老师又讲到了自信的反面：
阴郁自卑。听过之后，我恍然大悟，原来

每个人都会自卑，只是可能每个人的反应
不一样。我们都应该接纳自己的不足，然
后养成阳光自信的心态。

在最后，詹老师还教了我们预习和复
习的方法。这是我最喜欢的部分了，马上
就期末了，这下我知道该如果复习了。

回家后试了下詹老师说的跳一跳小
窍门，还真的有效。在练琴的时候，还试
了那三句话中的“我能”，当我对自己说我
能的时候，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涌出，顺顺
利利地把重点的部分解决了。那么，下一
步，我就开始用詹老师教的方法复习了，
一定能收获更多，遇到更棒的自己。

小记者吴静悠贺知章学校203班
詹老师主要从我们青少年的自身以

及家庭教育两个方面入手。首先分析了
青少年自身的状态，自信和自卑。自信对
我们青少年成长是至关重要的，就像我们
心中的太阳，让每一天的成长都充满能量
和明亮，能够以足够的勇气去挑战和尝试
一切的未知。而自卑则会阻碍我们日常
的学习和成长，就像被茧束缚的蝴蝶，处
处受限，不敢尝试不敢挑战，萎缩在黑暗
的角落里。所以我们一定要克服这个心
理状态，比如我就有些自卑。考试成绩不

理想的时候会紧张担心；学习中遇到困难
不敢和老师同学交流……

詹老师又通过理论和互动相结合的
方式给了我们调整的方法，首先是给自己
的特征画像，比如身高体重、优点特长、短
处缺点、最欣赏自己、最讨厌自己的……
做完之后我发现了自己自卑的原因，是从
来没有关注过自己的优点，而不断放大自
己的缺点，这导致我遇到事情越来越退
缩。课堂氛围非常活跃，詹老师互动很
多，许多小朋友通过课堂都充满了能量。
我告诉妈妈：“我找到了调节自己学习紧
张的办法啦。”妈妈说：“妈妈会和你一起
学习成长，让你更加自信阳光。”非常感谢
詹老师的辛苦付出，让我们收获满满。我
要尽快调整自己，阳光自信地走向未来！

成为一名善良有爱热心公益的人

小记者采访美德标兵学习榜样力量

6月5日，萧报小记者走进萧山区安
防体验中心，萧山区安防体验中心向小
记者们展示了安防体验馆内各种安防器
材，学习如何抵制校园欺凌、危机情况下
如何自救以及在家如何进行简单安全防
护等内容。在体验中心工作人员的讲解
中，小记者们边听边学边体验，与各种模
拟安全场景来了一次亲密接触。不仅了
解了交通知识、急救知识、消防知识、学
会火灾怎么逃生和急救，文明守则、禁毒
和酒驾的危害、网络诈骗等知识，而且开
阔了孩子们的视野，丰富了孩子们的安
全常识，提高了孩子们的自我保护能
力。（文/摄雷小燕）

小记者张燚恺朝晖小学302班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火灾体验区，它

的地形很复杂哦。旁边的两面墙上面
都有着大火的图案，我们的头上有一个
可以喷出假烟的设备，所以我们一进场
地就用双手捂住口鼻，半蹲着身体向前
跑。虽然这只是一场演习，但是我感觉
很逼真，我的心里有点惊慌。大概过了
两分钟的样子，终于逃出了火灾现场。

这次的参观体验活动既生动又有
意义，让我受益匪浅，我深刻明白了生
命的可贵和安全的重要性。我想把我
这次学到的安全知识分享给家人和同
学们，让大家一起学习安全的重要性，
一起争做安全小卫士。

学习红色知识
致敬革命英雄

6 月 6 日，萧报小记者团在顾家溪手
工造纸传承基地参观学习非遗技艺，感悟
传统文化，传统工艺经验,揭示其科学内
涵。小记者们先观看“古法造纸”的记录
片，初步了解手工造纸从青竹到最后的纸
张，要经历的二十多道工序。在非遗传承
人顾云明老先生的带领下，小记者们参观
了手工造纸传承基地，在顾家溪手工造纸
展示馆里，展示着顾云明多年以来从各地
收集的关于手工造纸的工具、器物和相关
资料。小记者们还亲身体验了“抄纸”和

“刹榨”等工序。当看到筛子出水，纸张在

桌面上成型的那一刻，同学们不禁欢呼起
来，为先人的智慧所折服。

此次活动小记者们感受顾家溪造纸
的独特魅力，在体验中汲取知识，在知识
中体验快乐。（文/摄 洪磊）

小记者於锦怡劲松小学201班
6月6日，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

戴村的顾家溪村体验古法造纸，老师为我
们具体讲解了造纸的过程。

老师先带我们到了一个教室去做纸，
在做纸过程中，最难的一部分，要把竹浆

摊得均匀。我先把抄纸的工具拿好，一手
在上，一手在下，接着把竹浆拌一下，用工
具往下一弄，放在桌子上，把里面的竹浆
摊在桌子上，我摊得又破又烂，体验到了
造纸的不容易。我洗了手，又赶到另一个
教室，这里原来是在打浆，当老师讲解完
以后，我才了解到真正使用的时候非常
难，需要两个人配合才能完成。经过半天
的体验，我深深地感受到原来纸是多么伟
大的发明呀，在没有纸的古代，古人都用
龟壳、泥巴、竹片等写字，自从蔡伦发明了
造纸术，方便多了。

探秘古法造纸术

自然科学系列

萧山区关爱青少年成长讲堂第二期

小记者对话美德标兵系列之五

体验安防器材
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学习安防知识

小记者参观革命烈士纪念馆

参观手工造纸传承基地

詹老师与小记者互动

讲座现场

保持阳光自信心态助力少年快乐成长

萧山区关爱青少年成长讲堂第二期开讲

小记者采摘结束后合影留念

萧山区科学技术协会
萧山日报小记者团

联合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