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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班主任是一个班级的灵

魂。他既是学生求知的引路
人 ，又 是 学 生 成 长 的 引 导
者。小记者们，你的班主任
是谁？在和他的朝夕相处
中，有哪一件事让你难忘？
快拿起笔来，让我们也来认
识一下你的班主任吧。

截稿日期：9月1日

回顾即将过去的暑假，小记者们一定有
许多有趣的、难忘的经历。和同学集体出游、
去马场骑马、到动物园游玩、在方特乐园挑战
自我……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新的学年
已经在向我们招手。接下来，小记者们就该
整理好心情，迎接新学年的到来。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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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玩的青龙谷
新建路小学
四年二班 谢梦涵
小记者证号：J107352

暑假总是充满了惊喜。这不，假期快过完
了，又有一个惊喜来了，兴趣班的老师要带我
们去青龙谷玩。听到这个消息的那一刻，我整
个人就像被卷进了兴奋的漩涡。

早上 9 点半，我就到了集合点。10 时整，
我们准时出发，同学们都很兴奋，一路上叽叽
喳喳地说个没完，大巴上处处洋溢着欢乐的笑
声。

一个小时后，我们到达了目的地，青龙谷
三个大红字映入眼帘。一进门，我就被眼前的
美景迷住了：大门左边是一座古色古香的小亭
子，亭子后面有一个清澈见底的池塘，池塘边
种满了花草。大门右边是一座草房子，屋檐下
悬着一串串薰衣草。

几个来过的同学主动当起了“导游”，七拐
八拐带着我们来到了“水上闯关”项目。我最
喜欢的是第四关——轮胎桥。那轮胎软软的，
踩上去整个桥都摇晃起来，站在上面惊心动
魄，然而我就喜欢这种刺激的感觉。穿好防护
带，我紧紧地拉着身前的绳索，小心翼翼地一
步一步往前挪，眼睛紧紧盯着脚下的轮胎，生
怕一个不小心就滑下去！老师们不停地在“捣
乱”，不是踩踩这边的轮胎桥，就是晃晃那边的
细绳索，有一个小伙伴因为没踩稳被吊在了半
空中，尖叫伴随着嬉笑声此起彼伏。我们还玩
了其他项目，空中绳索、飞渡彩虹桥、划船、开卡
丁车等。老师还组织我们在吊桥小岛上玩了

“贴膏药”，还给我们跳了一段拉丁舞。
不知不觉到了返程时间，在回去的大巴上

我们依然热情高涨，讨论着惊心动魄的瞬间。
车外下起了雨，雨点“砰砰”地砸在车窗上，似
乎也想加入我们的讨论。转眼间就回到了集
合地点，妈妈早已在那里等候，我飞奔过去，一
边接过妈妈递过来的雨衣一边兴奋地说着今
天的乐事。

青龙谷真是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好想下
次再去玩！

骑马的乐趣
杏花岭小学
四年五班 张娅琪
小记者证号：H101240

这个暑假，我最快乐的事就
是去马场骑马。我对骑马情有
独钟，以前在云南的时候骑过。
一个周末，爸爸妈妈带我去了马
场，在那里我度过了快乐的一
天。

一进入马场，我就急着去骑
马。工作人员给我牵过来一匹
高头大马，让我自己上马，自己
拉着缰绳去骑。我一听这话，吓
得不敢上前。叔叔笑笑说，别害
怕，这是经过人工驯化的蒙古
马，虽然个头大，但是脾气比较
温顺。马场还有的马是没有驯
化的，只让专业人士骑。我踩着
脚蹬，小心翼翼地上了马，就在
这个时候马儿慢慢地跑了起来，
我兴奋地在马背上颠来颠去。
马儿跑得比较稳，偶尔也有加速
的时候，让我感觉惊险又刺激。
就这样，我骑着马跑了一圈又一
圈，直到感觉累了，才下了马。

马场不仅可以骑马，还可以
烧烤。我们去服务台领了蔬菜
和肉，妈妈用刀把肉切成小块，
我和爸爸拿起铁签把肉穿上
去。开始烤肉了，我们三个人都
没有做过，毫无经验，结果把肉
都烤糊了，可毕竟是自己劳动的
成果，所以我们还是吃得津津有
味。吃过烧烤，我又去玩了蹦床
和射箭，爸爸还带着我去骑了越
野摩托。

假期快要结束了，如果有时
间，我还想去马场骑马，马儿跑
起来的时候就如同插上翅膀飞
了起来，那感觉真是太棒了。佛首回家

杏花岭小学
三年二班 张浩珑
小记者证号：H101275

流失海外的太原天龙山石窟“第 8窟北壁
主尊佛首”回归祖国，我一直想目睹它的尊容。
暑假期间，天龙山石窟国宝回归馆对外开放，爸
爸妈妈和我去天龙山“探望”回家的佛首。

来到天龙山脚下，我们顺着柳子沟往里
走，木板铺成的小路弯弯曲曲，两旁的树木郁
郁葱葱，阳光透过树叶间的缝隙撒下来，路面
上到处是星星点点的光斑。穿过几个小瀑布，
我们到了目的地——国宝回归馆。终于能见
到佛首了！我领了门票，迫不及待地直奔展
厅。这是一尊砂岩质地的隋代佛像，被安放在
玻璃展柜里，脸庞圆润，面露笑容，恬静自得，
暗生欢喜。它离开家已经近一个世纪了，看着
它的面容，我在心中暗暗地说：“欢迎回家。”

再到旁边的展厅，我看了天龙山石窟的简
介，这里竟然有东魏、北齐、隋、唐等不同朝代的石
雕作品，就是破坏比较严重。真希望能有更多文
物回到自己的家，再现它们昔日的风采。

暑假已经接近尾
声，假期里，我最快乐的
时光就是去动物园游玩。

我们从东门进入园
内，一进门就看见许多
羊驼，憨憨的、萌萌的，
奔跑着冲过来朝我们点
头打招呼。我特别喜欢
羊驼，以前曾经在晋阳
街的一家商场里看见
过，虽然只有两只，却让
我兴奋了好几天。旁边
的围栏里还有一种原
驼，和羊驼长得不太一
样，它们成群结队聚在
一起，好像在开比武大
会。旁边站着几只小原
驼，十分可爱。

再往里走是鸵鸟
园。几只鸵鸟迈着方

步，悠哉地散着步。看
见我们走过来，它们突
然停下脚步，把头昂得
高高的，仿佛在向我们
展示优美的身躯。爸爸
说，鸵鸟也是一种鸟，
是从蛋里孵化出来的。
我想这么大的鸟，它的
蛋应该很大吧？孵化得
用多长时间呀？我对鸵
鸟蛋特别感兴趣，可惜
动物园里看不到。

接下来，我们来到
了长颈鹿区，它们三三
两两地待在一起，妈妈
说它们是一家人。长颈
鹿区游人很多，有人拿
着草和树叶给它们喂
食。我捡起别人丢下的
一把树叶，两只长颈鹿

朝我走过来，用嘴叼走
了叶子，津津有味地吃
了起来。

之后，我们来到了
火烈鸟区。火烈鸟的外
形优雅妩媚，一只脚站
在草地中央，像金鸡独
立，十分好玩。妹妹看见
了，也学着用一只脚站
立，两只手还做出飞翔的
动作，逗得大家哈哈大
笑。我也拿起笔，画下了
它们优美的身姿。

时间过得真快，不
知不觉就走到了动物园
的尽头。爸爸买了小火
车的票，我们坐着车开
心地回到了出发点。这
真是一个愉快而又美妙
的一天！

这个暑假，我制订的外出计划
都没有实现。为了弥补我的遗憾，
妈妈特意为我安排了一次轻松之旅
——方特一日游。

那天，我们早早就到了方特。
根据网上的游玩攻略，我们先租了
一辆代步车，然后直奔最近的“伴你
飞翔”。这个项目看上去就像看电
影那么简单，可坐上去完全不是那
么回事，我们上下翻飞穿越时空，很
刺激。后来，我们又去了“女娲补
天”，这是一个室内车载轨道项目，
在经历了一场拯救苍生之旅后，我
们保护了五彩石，圆满完成了任务。

一整天时间，我们玩了十几个

项目。眼看着天色渐暗，我们迎来
了最后的挑战——“激流勇进”。
我还没有在晚上坐过“激流勇进”
呢，真是既害怕又兴奋。我们的船
经过了一个又一个小坡，最后爬上
了一个大坡，我的心已经都蹦到了
嗓子眼儿。只见小船以最快的速
度冲下滑道，那一刻我们似乎飞了
起来，只听“哗”的一声，我满脸都
是水，浑身都湿透了。我们顾不上
这些，只听到一声声激动的尖叫，
真是太刺激了！

直到晚上 10点，我们才依依不
舍地离开方特。直到现在，那些美
妙的体验还让我回味无穷……

从小到大，我去过
的旅游景点和游乐场有
很多，但最难忘的还是
这个暑假的太原方特一
日游。

那天早上，我们早
早就起床了，在车上我
们不停地说着笑着，激
动不已。方特很快就到
了，我们 4 个小孩蹦蹦
跳跳地走进了乐园。
哇！这里有好多游乐项
目呀，看得我眼花缭乱，
一时间都不知道先从哪
个开始玩起了。经过研
究，我们决定先体验“伴
你飞翔”，虽然只是一把
小小的座椅，坐在上面

它却能带领我们穿越时
空，游遍祖国的名山大
川，真是美不胜收。后
来，我们又去体验了“飞
天团子”“大禹治水”

“挑战狗熊岭”“女娲补
天”……

一转眼已经下午 5
点了，这时我才发现剩
下的时间只够玩一个项
目。在过山车和激流勇
进之间，我们选择了“激
流勇进”。排了两个多
小时的队，终于轮到我
们了，我们穿好雨衣坐
进小船，每个人都既紧
张又兴奋，小船摇摇晃
晃地翻越了一个又一个

小山坡。最后前方出现
了一个大坡，刚爬上坡
顶紧接着就是极速下
坡，那一刻我的心快要
从嘴巴里跳出来了，只
听“哗”的一声，水花四
溅，我浑身都湿透了，紧
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激流勇进”真是太刺激
了。后来，我们还看了
焰火，吃了美食，直到晚
上 10点，才结束了一天
的开心之旅。

在方特乐园的一
天，我看到了祖国悠久
的历史，认识了许多高
科技设备，令我大开眼
界。

暑假快乐时光 新建路小学
四年二班 丁一诺
小记者证号：J107352

开心之旅 杏花岭小学
三年二班 白欣雨
小记者证号：H101248

方特一日游
杏花岭小学
三年二班 白欣冉
小记者证号：H10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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