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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校长分享人生做好三件事 清华丘班同学传授学习经验
少年学报年度颁奖典礼暨萧报小记者新年第一课

小记者走进能力中心 探索制造业数字化

街头采访
说出你的新年愿望

小记者学习岩矿知识

采访市民

参观数字化生产线

边红平校长
高俊涛 小记者认真记笔记

现场采访互动

萧山区科学技术协会
萧山日报小记者团

联合出品

什么是数字化，数字化将会为我们
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本次活动
中，小记者们走进长三角（杭州）制造业
数字化能力中心，共同探访制造业数字
化生产流程，探讨什么是数字化，什么是
元宇宙。

1月13日下午，小记者们来到钱塘江
畔的长三角（杭州）制造业数字化能力中
心，一探制造业数字化的神秘面纱。

走过楼梯走上二楼，首先进入大家
视野的是一个数字化智能生产车间，场
地中巨大的机械臂在自己的“工位”上忙
碌地运作着，期间，还有智能货运小车在
机械臂间游走，搬运货物。车间内的巨
大显示屏上，实时展示着生产进度和情
况。“这个电脑太聪明了！”小记者们惊
叹。在参观过程中，萧报小记者们还体
验定制了一个萧山日报专属的小米音

响，在手中的平板上下单定制产品，10分
钟不到，机械臂们就能为大家制造出一
个带有“萧山日报”字样的专属音响，高
效智能。

随后，小记者们还参观了包括海康
威视、吉利汽车等数十个企业数字化生
产过程中的高新技术。有摄像头检验芯
片优劣的生产线，有智能化的汽车制造
工厂……“数字化的推进，为制造业带来
了成本降低、效率增加、质量提高等多重
优势。”长三角（杭州）制造业数字化能力
中心执行主任、浙江省图灵互联网研究院
副院长盛寅为大家介绍道。在此次探访
活动中，他还为小记者们带来了关于制造
业数字化的科普讲座，让每一位孩子都真
正理解什么是数字化，数字化在制造业中
的重要作用。盛寅叔叔寄语小记者们：

“在数字化时代，我们要对万物保持旺盛

的好奇心，要对问题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
坚持，要有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

科技发展至今，人们逐渐迎来数字
化的新时代。从长三角（杭州）制造数字
化能力中心出发，小记者们窥见了未来
制造业发展的一角。“我长大后就要制造
更聪明的机器人。”拥抱科技的梦想，由
此萌发。（文/王思梦）

小记者 王纪珩 义桥二小110班
盼望已久的小记者活动终于开始

了，第一站，我们来到了“智能小爱”的身
旁，老师给我们讲解了“智能小爱”的生
产过程，原来“小爱”是机器人生产的啊，
怪不得它也是个机器人，太神奇了！接
下来老师又带我们参观了“缝纫机的数
字化管理”、“智能芯片的管控”等等，让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老师说我们刚生出来

的时候只能用咿咿呀呀和哭来表达，可
是往往妈妈都不知道我们说的是什么意
思，现在研发出的机器人可以识别的婴
儿的语言，转化成妈妈能听懂的话，这样
妈妈就能知道孩子要干什么了。

老师讲解了很多知识，虽然有些我
还不太懂，但是我知道这里很多产品都
是萧山本地的企业生产制造出来的，作
为一名“新萧山人”，我感觉到很自豪呢！

为了让小记者们锻炼新闻采访基
本功，1月11日上午，20名萧报小记者
穿上红马甲，拿起话筒，走上街头，采
访市民，收集市民们的新年愿望。在
活动中，小记者们勇敢突破，为新的一
年开了一个好头。

小记者们自拟题目，兵分三路开始
街访。向市民征集新年愿望，挖掘他们
背后的故事。

“奶奶，您好！我是萧报小记者，请
问您现在有时间吗？我想问您几个问
题？”小记者们各自组队，有礼貌地和一
位正在散步的的七旬老人聊了起来。
这位老人表示，希望新的一年身体健
康，万事顺利，她最大的愿望是希望全
家平安、健康。另一位市民说道：“新的
一年里，祝家庭团结，平平安安，顺顺利
利，坚强地闯过疫情这一关，今年过年
的时候一家人欢欢乐乐、团团圆圆，过
一个美好的新年。”

“采访要想做到事半功倍，准备采
访提纲很关键。”一位来自高桥小学的
小记者现场分享自己的快速采访技
巧。从起草采访提纲到采访实践，从采
访话术到采访礼仪，小记者们将课堂上
所学的理论知识融会贯通，运用到实践
中，既锻炼了自己的胆量，也提升了语
言表达能力，是一次考察综合能力的采
访实践。（文/摄 宣舒瑶）

小记者 孙晟皓 南城小学103班
这是我第一次采访别人，内心还是

非常紧张的，我遇到了一位正在钓鱼的
老爷爷，但是由于他年纪太大了，有点
耳背，委婉地拒绝了我的采访，我有点
失落，但是很快我就锁定了另外一位叔
叔，我马上跑过去采访他。

“叔叔您好，我是萧山日报小记者，
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在获得叔叔的
允许后，我问：“叔叔，您的新年愿望是
什么？”叔叔说：“我新年愿望就是祝福
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祝小朋友们都健
康快乐的成长！希望大家平平安安，开
开心心地过这个兔年。”

经过这次采访实践，我的体会是失
败一次没关系，只要再多试几次就可以
了。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

细心的你们也许已经发现，在萧山区
山阴路与金山路交叉口，有一座造型简单
而又独具风格的建筑格外引人注目。它
的周围，围了一圈巨大的岩矿标本，大大
的恐龙艺术造型让路过的每一位小朋友
心生向往。这便是浙江省第一个省级地
质博物馆——浙江省地质博物馆。以“山
海浙江二十亿”的主题，浙江地质延绵二
十亿年的科普画卷徐徐展开。

1月16日下午，40余名萧山日报小记
者和牛通社小记者代表，荣幸地成为了这
个即将开放的科普宝库的第一波小访客，
置身于各类稀有岩石与矿物之中，踏过亿
万年历史的岩层，听一听岩石述说的故
事，地质学家的梦想在心中萌发。此次活
动，也是由萧山区科学技术协会创办的科
学色拉酱2023年的首场活动。

“大家知道宇宙是怎么产生的吗？”在
省地质博物馆吕剑和王璐老师的带领下，
小记者们从认识宇宙开始，开启了关于地
球知识的学习和探索，共同寻找生命开始
的痕迹，探寻地质演化的奥秘。整个博物
馆从介绍宇宙起源开始，囊括了地质历史
厅、矿产资源厅、地质环境厅、海洋地质厅
四个主题展厅。每一个展厅都是满满干
货，够小记者们好好琢磨一阵子了。

通过对化石的观察，大家不仅了解到
了化石对地层划分和地层对比的重要性，
更是看见了亿万年前的生物长什么样，在
和化石的“对话”中，体会到生命起源及演
化的奇妙。其中，最受瞩目的当属恐龙化
石，在展厅中，小记者们不仅能看到在浙
江发现的各类恐龙，还能真切目睹甲龙尾
锤化石。“真是太酷了！我希望未来有一
天能够通过化石来复活恐龙！”大家在惊
叹中，立下了自己未来的“小目标”。

最绚丽的矿产资源厅，琳琅满目的各
类矿物宝石带领大家走进了又一个新奇

领域。“大家知道吗，传说中的夜明珠就是
萤石，这种矿物不仅可以用作工艺品，在
工业上也大有用途。”在吕老师介绍下，大
家第一次将记忆中小小的宝石与眼前大
块头的宝石原石联系在一起：“原来妈妈
戒指上的宝石以前还是长这样呢！”

钻石、紫水晶、鸡血石、红宝石、绿翡
翠……各类宝石给小记者们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高桥小学 102 班的方言泽说自
己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第一次看到那么多
宝石。”金山小学101班的汪瑞泽也表示：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看到这么多五光十色
的宝石，太令人惊奇了。”

探访结束，小记者们就自己的疑惑及
地质相关知识，采访了吕老师，与他共同
探讨。在这一问一答的过程中，小记者们
在探馆中的兴趣被进一步激发，成为地质
学家的梦想也在心中萌发。（文/王思梦）

小记者 姚萌骐 金山小学302班
浙江省地质博物馆分为四个主题展

厅，讲述了宇宙的起源、矿产资源、地质地
貌和海洋地质。其中我最喜次的是矿产
资源厅，在这里存许着多宝石，比如金刚
石、红宝石……这些石头色彩鲜艳，形状
各异，令人着迷。其中有一种石头名叫萤
石，透亮透亮的，闪闪发光。我最好奇的
就属猫眼石了，这个名宇跟它的样子有
关，它是一颗圆圆的小球，球上泛着深绿
色的光泽，就像深夜中猫的眼睛一样。

这次活动让我大开眼界，增长了见
识，原来地球上有那么多的矿石，希望下
次还有机会能和爸爸妈妈一起再来参观。

小记者 沈羿辰 回澜小学502班
我带着兴奋的心情来到博物馆门口

集合，只见大门上方的屏幕上赫然写着几
个大字——浙江省地质博物馆，欢迎小记

者团！一进门，老师就告诉我们，这里讲
述了浙江地质延绵二十亿年的故事。紧
接着，我来到了我最喜欢的陈列着许多太
空陨石的展馆，里面有50多种大大小小
的陨石碎片，并有一个巨大的太阳系模
型。老师说：“月球是地球唯一的天然卫
星……”听了老师的话，我明白了月球对
于地球来说，起着许多关键的作用。

我们一边听老师介绍，一边看。我看
见了动物演化，看见了镇馆之宝——鸡血
石，看见了“蛟龙号”和“奋斗号”，真是令我
大开眼界。通过这次特别的研学，我体会
到地球矿产资源的丰富，但是如果不加节
制地开采，必将加速地球上矿产资源地枯
竭。所以，让我们好好保护地球资源吧！

小记者 傅欣然 高桥小学南江校区211班
在四个主题展厅中，我最喜欢矿产资

源厅，因为里面摆放着各种各样的矿石，

五颜六色，漂亮极了！其中我最感兴趣的
就是海蓝宝石，整块宝石海蓝海蓝的，呈
六柱体形状，像一个躺着的杯子，底座是
灰色的莹石，像一个托盘一样托着宝石，
我盯着看了好久，太美了。另外，我还看
见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昌化鸡血石，
好大好红，远远望去就像一块大鸡血！

那里还有很多矿石，由于时间原因，
我没有每个都仔细观察，我希望等博物馆
正式开放时能再来一次，仔细地欣赏它
们，期待下一次的参观！

专注的同学日常生活是怎样的？什
么样的学校能培养出高一就被清华丘班
录取（本硕博连读）的学生？1月14日，近
百组萧报小记者亲子走进杭州学军中学
教育集团文渊校区，与名校长、学长面对
面，听他们分享“学习成长计划！”

如何成为一个优秀的人？边校长：有
理想、要勤奋、要立德

作为小记者新年第一课，杭州学军中
学教育集团文渊中学校长边红平带来了
一场精彩的讲座，他告诉现场的小记者，
成为一个优秀的人，首先要做好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要有一个远大的理
想。”边校长表示，人人都会有理想，但在
成长过程中，或多或少都可能因为环境、
社会等因素而改变人生轨迹，他告诉大
家，无论以后做哪个行业，都要努力成为
行业顶尖的人，成为一个别人不可替代的
人，“这就是远大的理想。”

“第二件事，要勤奋学习。”每个孩子
现在都还是人生起步阶段，而优秀者一定
是勤奋者，要如何做到勤奋呢？边校长给
孩子们提了几点建议：首先要专心致志，
学习时候认真听讲，学会自主学习，排除
一切干扰。其次，要多运动。“没有好的身
体，什么都没有。”他建议孩子们在疫情康
复后，每天都有一定运动的时间。他特别
提醒小记者们，从学习切换到运动的过
程，要速度快，不要拖拉浪费时间。“高中
的学习、生活是紧张的，只有从小养成两
件事之间的转折速度快的习惯，才能形成
良性循环。”

“第三件事，要立德。”边校长希望孩
子们做一个德行高尚的人，有品质、品德
与人格。“比如住宿舍，进门时会轻轻把门
带上；和同学、老师相处时，有好的行为习
惯，懂得考虑别人的感受。”

怎样培养学习兴趣？清华学生分享：
有信心、会发现、善提问

作为小记者第一课的下半场，清华丘
班学生高俊涛专程来到现场分享自己的
学习经验。高俊涛是文渊中学高一学生，
但他已经在清华大学2023年丘成桐数学
领军人才培养计划第一批次入围，将直接
保送到清华大学进行数学专业的本硕博
连读。有这样一位同学来分享经验，小记
者们都挺直了腰板，认真听讲。

高俊涛告诉小记者们，要想学得好，
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对学习感兴趣。“只有
当你为一件事物所吸引时，才会产生进一
步探索的动力，才会沉下心来钻研思索。”

如何培养学习兴趣？高俊涛带给小
记者们三个小贴士：一是要对学习充满信
心，“相信自己肯定可以。”二是要尝试去
发现每一门学科中的美感。三是要多问
为什么。在问完为什么后，还要试着自己
去解答。他鼓励小记者们不要害怕犯错，
因为科学就是不断尝试、不断完善的过
程，而在自我解答的过程中，还能锻炼独
立思考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高俊涛还
分享了自己是如何做到专心致志学习。

“既然无法看清未来，那便拼搏着走向未
来。”高俊涛鼓励在座的每一位小记者。

听完这位优秀的学长分享，小记者们纷
纷举起双手，向高俊涛提问。面对小记者们
各式各样的问题，高俊涛一一耐心回答。

当天的活动，每一位小记者都收获满
满。他们告诉记者，这样的活动充满仪式
感，让他们期待今后更多的小记者活动；
还有小记者说，听到校长和学生的分享，
他们也对学习有了新的看法。

少年学报年度颁奖典礼，小记者收获
成长喜悦

活动当天，还是少年学报一年一度的
颁奖典礼。

萧山日报2022年度“十佳”小记者、萧
山日报2022年度首席小记者以及萧山区
第五届少年文学作品大赛、少年学报“十
佳”插画师等获奖代表齐聚现场。区文明
办、区教育局、区关工委、区作协、萧山日报
社、少年学报以及杭州学军中学等单位相
关领导出席本次活动，并为获奖代表颁奖。

作为杭报集团旗下第八份有刊号的
报纸、杭州市首份青少年教育类报纸，同
时作为市级媒体的《少年学报》，2022年喜
迎新成员——原团省委麾下的牛通社正
式移交并入驻少年学报，当天，有50组牛
通社小记者亲子受邀来到活动现场。今
后，牛通社将与萧报小记者携手前行，共
同成为追梦路上的闪光少年。（文/陈津）

小记者 林炘萱 金山小学506班
加入小记者团这些年，我从学做蛋

糕、下乡了解农耕、学当小交警，到参观消
防大队、参观少年警校、探访老兵，到社区
送福字、去福利院做香包，最后能独自和
小记者们一起到嘉兴参观红船、一起坐火
车到北京天安门看升旗仪式。通过这些
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我不仅开阔了
视野、积累了宝贵经验，而且提高了独立
自主的能力，更培养了我遵纪守法的意识
和恪守职责的精神，让我下定决心争做新
时代的好少年。

今年我终于评上了十佳小记者。当我
站在台上领奖的时候，感到非常的自豪。
边校长说的理想在我心里慢慢清晰起来。
我们不用眺望星空，我们脚下就有沃土，我
要立志当好一名记者，用脚步丈量我的家
乡，用相机记录美景，用文字分享家乡人民
的精神，接过时代的接力棒成长为新的力
量。这实现理想的背后，“路虽远，行则将

至。事虽难，做则必成”。这成事的方法，
“无它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

小记者 徐琳涵 高桥小学502班
这次，我作为萧山日报2022年度的首

席小记者，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参加了本
次颁奖典礼。回想起我加入小记者三年
时间里的点点滴滴，忍不住感慨万分。刚
加入小记者的时候，我对写文章并不擅
长，半天写不出来一句话，就跟挤牙膏似
的。我经常参加活动，参加完后却不知道
该如何下笔。但是我总是努力地写着，哪
怕写得不好，也是坚持着。慢慢地，我似
乎找到了一些感觉。功夫不负有心人，我
的文章偶尔也能刊登在小记者版面上了，
这无疑是对我一种最大的鼓励。而现在
的我，也是自信十足，不仅写作水平突飞
猛进，而且今年还获得了萧山区第五届少

年文学作品大赛一等奖的好成绩。
参加小记者让我收获了许多写作的

快乐，也让我学到了不少学习的方法。特
别是这次边红平校长为我们带来“扣好人
生第一颗扣子”的主题讲座，更是让我受
益匪浅。通过边校长的讲座，我深刻认识
到：我要努力成为人生的参赛者，而不是
只坐在路边鼓掌的人。接下来出场的同
学——保送清华丘班的高俊涛，又带给了
我学习上一束崭新的光。首先，要敢于尝
试，不怕试错与失败。其次，让兴趣激发
出原动力，让自己保持学习专注力。第
三，要有持之以恒的能力。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
索”，学习就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此
次活动又让我收获了不一样的美好。虽
然未来的路还很长，但是我将继续努力前
行，让我们小记者一起加油奔跑起来吧！

走！一起去省地质博物馆，听岩石讲生命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