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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想写陪伴呢？因为陪伴很温
暖。这是最近和各位妈妈聊天后最大的
感受。它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上有人愿意
把最美好的东西给你。日复一日，年复一
年。到最后陪伴就成为了一种习惯，就像
我们的阅读。

爱的叮咛
万向小学303班 张梓涵

早上，妈妈的飞“叨”从床边传来，“涵
涵，太阳晒屁股了，再不起床，上学就要迟
到了！”

接着是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然后，一
阵“刺啦刺啦”的油爆声和蛋炒饭扑鼻的
香味向我袭来。我赶紧穿衣、洗脸、刷牙，
飞奔到餐桌前吃饭。搞定后，妈妈飞快地
带我去上学，然后自己又去上班。

晚上，妈妈的飞“叨”又传入我的耳
朵：“今天水喝完了没？”“作业做完没？有
没有不会做的题？”我自豪地把作业放到
妈妈手上，然后心满意足地跑去吃饭了。

餐桌上，一支柔美管乐在我旁边奏开
了，妈妈脸上微笑绽开，轻声细语地：“宝
贝，多吃点，不要挑食。”我大口大口吃着

美味的饭菜，心里觉得甜甜的，不由得嘴
角上扬。

到了睡觉的时候了，我洗好了澡，爬
上床。“看书要坐起来，灯要开亮，不要躺
着看书。”伴着柔和的乐曲进入梦乡。

虽然，有时候我觉得有点烦，不过，
离开妈妈的乐曲，我的生活会变得非常
无趣的。

妈妈，您既要做好工作，又要操持家
务，还要管我的作业，您真得不容易啊！

妈妈，我知道您对我的所有唠叨都是
爱的叮咛！我爱您，妈妈！

萧山日报小记者报名选拔已经开
始，同时小记者团学生干部自荐工作也
已展开！2022年，小记者团特设学生干
部，正是为了让有能力、有意愿的小记者
获得更多锻炼、获得更多成长。经过学
校大队辅导员推荐报名、初选晋级、复试
考察等环节，脱颖而出的你就能正式成
为小记者团学生干部，在全区的小记者
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哦！并且你还将有
机会参与活动策划，成为小记者团老师
的得力助手！

如何成为小记者团学生干部

【推荐和选拔的对象】
2022年在册萧山日报小记者

【成为小记者团学生干部流程】
1.自荐：小记者可填写申请表，以自

荐的形式提交班主任和大队辅导员审核。

2.推荐：实行学校推荐机制。由班主
任、辅导员审核并筛选后确定推荐名单，
每校推荐名额不超过3个。

扫一扫二维码获取报名表

3.竞选、考察、录用：顺利通过竞聘选
拔和考察期的小记者，将获得聘书，正式
成为小记者团学生干部，任期至2022年
12月31日止。

自荐要求

1.认真负责，积极工作，努力完成岗
位任务；

2.服务集体，服务他人，深得小记者

的拥护；
3.以身作则，满腔热情，带领小记者

积极向上；
4.虚心好学，素质全面，身体健康，自

理能力强。

小记者团学生干部可以获得什么

1.统一参加小记者团“学生干部培训
班”的学习培训。

2.优先参加两会采访、高温工作者采
访、亚运志愿者采访等实践采风活动等。

3.有机会参加小记者团学生干部专
属活动，有机会在学生干部专属发稿平台
（栏目）发表作品。

4.参加小记者团学生干部评优，同时
获得积分币等奖励。

小记者团干部的责任义务

1.提高自身采访技能，写作技能。培

养敏锐的新闻触觉，多进行写作并发表。
2.在小记者团内部起到引领和带头

作用，树立榜样。
3.小记者团干部将成为小记者活动

负责人、组织者，协助小记者团老师开
展活动。

成为一名小记者团干部，发现生活、
观察生活的同时，可以锻炼沟通能力、应
变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提高写作能力。
这么好的机会，可千万别错过啦！小记
者们可以联系学校辅导员毛遂自荐，我
们期待你的加入！

加油吧少年，成为更好的自己

萧山日报小记者团“学生干部”自荐工作启动

更多详情请扫一扫“萧报小记者”微信公众号

近期，小记者团联合萧山区应急管理
局开展走进应急（安全）宣教体验馆活
动。11 月 21 日，50 名萧报小记者来到萧
山区安防体检中心，学习安全急救技能。
首先，小记者们参观了公共安全馆，馆内
陈列了防溺水、反邪教、吸毒危害、毒品认
知等宣传内容。在2楼消防安全馆，工作
人员为小记者们讲解了消防安全知识，紧
接着，大家体验了一回消防器材的使用，
小记者们拿起灭火器的姿势可帅气了！

“大家跟我去3楼看看吧！”工作人员带领
着小记者来到了交通安全馆，大家学习了
交通指挥手势，还参与了碰撞互动体验以
及醉酒小屋等有趣的项目。最后，小记者
们体验了烟热逃生，知道了发生火灾时，
切勿乘坐电梯，出现浓烟时，务必要捂住
口鼻、低头俯身前行等逃生知识。

（文/程玉凌摄/潘立毓）

小记者徐琳涵高桥小学402班
“着火了，着火了，大家快逃！”还没

等我反应过来，跑在我前面的同学已经
弯下了腰，这时候，一股刺鼻的烟味向我
们扑来。

同学们，可别慌张，这可不是真的着
火，这是我们在模拟演习火灾现场呢！这
次我们的小记者活动就是参观安防体验
中心，可有意思了，让我们带着好奇心跟
着老师一起去探究一番吧！

安防体验馆涵盖了公共安全、消防
安全和交通安全等安全防范板块，以互
动、体验为特色，将一些安全急救知识、
技能通过体验的方式，让人们提高安全
防范意识。

1楼体验馆以公共安全为主，有预防
电信诈骗和禁止吸毒等安全方面的介
绍。虽然有时候感觉毒品离我们小学生
挺遥远的，但是它给人们带来的危害实在
是太可怕了。接下来，我们来到了让我印
象最为深刻的消防安全体验馆，在这里
我身临其境地体验了一回火灾现场的逃
生。只见体验馆到处是烟雾和“大火”，
非常真实的场景，我忽然想起了平日里
老师教给我们的逃生知识，用湿毛巾捂
住口鼻，弯着腰，沿着墙角，前进！当我
们从2楼滑杆上落到地面的时候，我真的
感觉自己经历了一场火灾，终于安全到
达地面，重获生命。我深深地吸了一口
气，心想：“下次万一碰到这样的场景，我
一定能沉着冷静地面对。”

这次的安防体验之行，真是让我收获
满满。

小记者张艺瀚朝晖小学407班
11月21日，我们来到萧山区安防体

验中心参加“学习安全急救技能，争做安
全小卫士”的小记者活动。安防体验中
心分了很多体验场馆，场馆1楼主要分为
3个模块，分别是防溺水、防诈骗、防毒
品。防诈骗模块有3台体验机，我选的是
网络诈骗体验机。在体验机上，我选择
了“熟人诈骗”模式。对方先与我寒喧一
番，再慢慢地将我引入圈套。他说他在
机场钱包丢了，让我赶紧转账500元。但
我一看，这不是诈骗的套路吗？我才不
会上当呢，但好奇心驱使着我的内心，于
是我依旧点了“回复”的按钮，想看看结
果是怎样的，然后屏幕上就出现了一行
字：“你被骗了！”接着，我又参观了禁毒
的展厅，认识了各种毒品，还知道了毒品
对人的危害非常大，以后可千万不能碰
这些东西。

体验馆的2楼与3楼陈列着交通安
全和消防安全的内容，不过最令我兴奋
的是4楼。在4楼，我们摸拟了火灾逃生
的场景。我们进入房间后，由于整个体
验馆烟雾迷漫，可见度一下子变得很
低。我们弯下腰，捂住口鼻，一点点地前
进，可越往里面烟雾就越浓，可见度也越
低，我一直跟紧前面的同学，突然听到一
声提示：“前方存在斜坡。”我向前望去，
隐隐约约地看见前方果然有一个斜坡，
于是我走得更加小心了。紧接着我们又
原路返回，经过许多弯弯曲曲的通道后，
我们终于走了出来，真是一次刺激而又
惊险的体验。

这次体验让我学到了不少安全急救
知识与技能。我要把这份安全知识传递
给身边的每个人，真正做到“社会安全，人
人有责”。

11 月 21 日是世界问候日，在这个特
别而又温馨的日子里，小记者们穿上鲜艳
的红马甲，走上街头，把温暖的问候传递
给身边的每一个人，驱散这初冬的寒意，
带来彼此温暖的爱意。

“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
天也是世界问候日。”在老师的讲解中，小
记者们知道了什么是世界问候日。它对
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温馨的节日，
这次的活动内容很简单，小记者们需要对
遇到的人发出真挚的问候，或是传递一个
甜美的微笑。在了解了世界问候日的相
关知识后，小记者们对于走上街头送问候
充满了期待。分好小组后，小记者们动手
制作世界问候日宣传牌，有的制作了黄色
的笑脸，有的制作了红色的爱心。小记者
们在制作宣传牌的过程中感受暖流的涌
动，在传递祝福中体验幸福的感觉。

通过此次活动，小记者们了解了世界
问候日的相关知识，并对节日进行了宣
传，制作暖心贺卡，写下小记者们对人们
的祝福，留下难忘的回忆。一位小记者

说：“参加这个活动让我了解了世界问候
日这个节日，锻炼了自己与人交流的能
力，更让自己学会了关爱他人！”

（文/陆梦姣摄/沈钰燕）

小记者赵昱雅北干小学605班
问候，如同一眼清泉，给人带来清凉；

问候，如同一缕阳光，给人带来温暖。一
句小小的问候就能让人们感到快乐。所
以这次，我们小记者要制作贺卡，然后到
公园里去送给那些我们素不相识的陌生
人。每个小记者都拿到了一张白色卡
片。我们要用彩色笔把它们制作成美丽
的贺卡，还要在上面写上我们的祝福和问
候。我们说干就干，开始制作贺卡了，我
们在贺卡上写上了真诚的问候，并配上了
美丽的插图。

只可惜，这时候突然下大雨了，我们
出去送贺卡的计划泡汤了。但是，这个世
界问候日依然是那么美好，人们的问候声
是美妙的音符。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带给
身边的人一句问候吧。这个世界一定会

因为我们的问候而变得更加美好！

小记者张燚恺朝晖小学402班
小鹿老师耐心地为我们讲了世界问

候日的由来，我听得津津有味。
首先，我们用彩纸做了笑脸和爱心，

并写上问候语，还做了精美的贺卡。然后
我们就去送祝福了，我在地铁口把自己做
的贺卡送给了一位漂亮的阿姨。阿姨感
到非常惊喜，她还询问我叫什么名字，是
哪个小学的。问候虽然很小，但它的影响
却很大。清晨一句“早上好”可以让人打
起精神，晚上一句“晚安”可以让人甜蜜入
睡。问候其实也很简单，只要小手一挥或
者嘴角一扬，哪怕是陌生的气氛，都会变
得温馨 。让我们一起把温暖的问候传递
给身边的每一个人吧！

小记者魏嘉第一实验小学403班
首先，老师带我们了解了世界问候日

的来历以及各国人民不同的问候方式。
接着，老师又带我们制作了贺卡，我

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发挥自己的想象，做
出了各种各样的精美的贺卡：有的画上了
云朵，有的画上了小动物，还有的画上了
一些字母，不一会儿，贺卡便做好了。最
后，老师带我们用硬卡纸做大图形，卡纸
的颜色也很丰富，有红的、黄的、绿的，我
们小组用半张红卡纸做了一个大大的爱
心，在爱心上写下“Love”一词，然后我们
在剩下的纸上写了“您好”这两个大字。

在活动中，我学到了很多知识，一个
微笑，一句您好，把温暖传递给身边的每
一个人。

11 月 21 日，萧山日报小记者团组织
30 余名小记者走进萧山中医院，开启了
一段传统中医学的“奇遇记”，揭开了古老
中医的神秘面纱。

“原来蒲公英也是中药，好神奇啊！”
“夏天经常听到蝉的叫声，原来蝉蜕也是
一剂珍贵的中药材。”“这里放的全是中药
材吗？好多呀，以前从来不知道这些也是
中药材。”小记者们围着药房展示台上的
中药，好奇地议论着。中医药剂师茅银燕
向小记者们展示了蒲公英、蝉蜕、枸杞、山
楂、陈皮等常见药材，并详细讲解了每一
味药材的外形、性味、作用、功效。

小记者们还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体
验了一回抓药，茅阿姨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帮助小记者正确认识中药，增强中药
保健养生意识。“回去后，我要把这些神
奇的功效告诉妈妈。”“我奶奶天天给我
喝陈皮茶呢！”传统中草药早已融入我们
日常生活中，中草药能调理身体增强免
疫力，通过了解，小记者们对中药有了更
多的理解。

“小朋友，你们知道哪些名中医？”大
家纷纷举起了手，踊跃地说出了扁鹊、华
佗、李时珍等名医。“中医是我们中华民族
的瑰宝，它不仅贯穿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历
史，更成为了被人们所敬仰与称赞的中国
特色传统文化”，熊振飞医师为大家讲解
了中医药的发展史。随后，在一首《四总
穴歌》中，大家对中医药文化有了更深的
了解。

在体验环节，小记者们品尝了酸、甜、
苦、辣、咸五种口味的中药，并在医务人员
的带领下一起制作中药香囊，通过触觉、
嗅觉与视觉相结合的方式加深对中药的
印象，大家对课堂上所学的内容有了更为
直观的认识。

走出课堂，走向社会，最好的成长在
路上。中医药文化之旅，不仅拉近了小记
者们与传统中医药文化之间的距离，同时
通过中医药文化的宣讲、感知、体验、实践、
互动等活动，让小记者们能更好地了解中
医、认识中医、感受中医、支持中医、热爱中
医，成为中医药文化的传播者、实践者和
引领者。（文/摄陈期七通讯员熊振飞）

小记者陈恬艺信息港小学304班
我们走进中药房，就闻到一股浓浓

的中药味，开始有点不习惯，后来竟慢
慢地觉得好闻了。中药房的药剂师教
我们认识身边的中药，有当归、茯苓、枸
杞、陈皮等，其中居然还有晒干的蜈蚣，
医师说蜈蚣的药效很强，很多药方都要
用到它。

参观完药房后，我们开始学习配制药
方，我被安排到了“抓药”这个环节，药方
中有14味中药，分别装在14个碗中，整
个过程，真是考验人的记忆力，我常常抓
了这味药，就忘了那味药，最后在老师的
指导下，我们组完成了药方的配制。中药
房的药剂师们每天要配那么多的方子，真
的是好辛苦。

小记者陆羽彤任伯年小学304班
中药库房真让人大开眼界！只见一

排排货架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各式各样
的中药药材，就像是商店里琳琅满目的商
品。各个药材散发着中药独有的香味，沁
人心脾。在医生的介绍下，我们了解到每
种药材都有独特的价值。药房里的种类
繁多，功效奇特，真让我连连叹服！

参观完中药库房后，我们当了一回小
郎中，制作中药香囊。药材有股淡淡的清
香，我按照老师的方法，做了一个既好看
又有益的香囊。

这次的小记者活动，让我增长了不少
中药知识。中药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医
学，是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独特文化，
我为我自己是一名中国人而感到骄傲！

小记者虞晨曦第一实验小学202班
药剂师阿姨带领我们先去参观了中

药房，并且给我们介绍了各种各样的中药
材，真是大开眼界了。她还给我们介绍了
一些昆虫，这些昆虫都是中药。当医生在
介绍蜈蚣时，特别强调蜈蚣必须要晒干了
才可以做中药材，当她拿起蜈蚣时，我心
里有些害怕。紧接着，又介绍了玫瑰花，
它竟然能用来做唇膏呢，太神奇了！

在老师和药剂师的带领下，我们来到
了中医课堂。首先，老师让我们学会给药
材分类，学会如何抓药。然后药剂师还非
常耐心地给我们讲解中医药知识。这些
知识编成了一首《总穴歌》：“肚腹三里留，

腹背委中求，头项寻列缺，面口合谷收。”
最后，我们还一起制作了中药香囊。

这次，我学习了很多关于中医的知
识，当了一回小郎中，非常开心！

小记者吴芊语湘师附小204班
活动开始了，老师先带我们参观了中

药馆，一排排小药筐整整齐齐地呈现在我
们面前，每一个小药筐都贴着药材的名
称，我看得眼花缭乱，幸好有药剂师为我
们讲解，我懂得了枸杞、薄荷、陈皮也能当
作中药使用。参观完药材房，我们到了古
代名医介绍处，我了解了古代四大名医的
简介和行医故事，并亲手制作了一个漂亮
的中药香囊。

这次活动非常有意义，让我学习了
很多中药材知识，并且了解了我国中医
的博大精深，我对祖国的中医事业感到
自豪！

小记者文学创作特训营系列

有了你的陪伴，真好！

文学创作现场

参观安防体验中心
学习安全急救技能

世界问候日，声声问候传递温暖

了解常见的中草药

制作世界问候日宣传牌

学习使用灭火器

学习中医知识感受中华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