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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第一周迎来了"三#八妇女节$%在这个特殊的节日%本报携手常州市文

明办%天宁宝塔&吾悦国际常州幸福蓝海橙天嘉禾影城组织了"天宁宝塔#亲子登

高$和"三#八妇女节%我带妈妈看电影$两场活动%

"+

名小记者在常州小记者微

信公众平台抢到了名额%和妈妈们一起参加了此次活动'

当天上午%小记者和妈妈们兵分两路%一路来到宝塔进行参观%一路来影院

观影(据主办方介绍%小记者们在这次活动中不仅能陪妈妈看登高&观影%还可以

学到许多文明游览&文明观赏的礼仪知识(下面就让小记者带我们重温当天暖暖

的旅程吧(

3月8日妇女节，我和妈妈
有幸参加了小记者协会组织的
“天宁宝塔·亲子登高”活动。

9点钟我准时来到了天宁宝
塔前，和其他29名小记者家庭
一起去登宝塔。天宁宝塔是常州
的一大名胜古迹，座落在“天下第
一丛林”的天宁寺内。该宝塔始建
于 2002年，共 13层，从底层地
宫到顶层钟楼，采用举世无双的
铜雕艺术，气势宏伟，是一座“盛
世之塔、文化之塔、传世之塔”，为
世界第一高佛塔。

游览前，领队就提醒我们要
遵守游览之礼。在寺里要按顺时
针游览，不能拍佛；乘电梯时要按
顺序，不能拥挤，注意安全；在塔
里不能用手触摸文物、不攀爬公
共设施，游览时不能高声说话，要
相对安静。

天宁宝塔的第1、13层给我
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第一层的四
尊大佛气势恢宏，金碧辉煌；塔顶
那座金刚宝座型的塔刹浑然一
体，第13层的钟楼层还悬挂一
口大钟，钟需数人合围，钟壁厚如

青砖，钟声浑厚悠扬，广播福音。
在顶层还可以一览众山小，可以
清楚地看到整个红梅公园和部分
常州地区。
今天我们小记者们严格遵守

了游览之礼，做到文明参观，但我
也发现还有一些游客，随意拍照，
不遵守参观制度，工作人员不停
地劝阻。我们要从小做起，并从自
己做起，严格遵守“八礼四仪”，做
个文明的小记者。

市实验小学五)

*

*班 仲茗

天宁宝塔是镶嵌在常州的佛
教明珠，亦是盛世之塔，工艺奇迹
之塔。去游览时千万别丢了礼哦。
宝塔大厅亮丽堂皇，一尊铜

制观音立在中央。“啪啪啪”，照相
光掠过大佛，尊佛就该文明观赏，
可远观不能近摸。十三层宝塔暗
藏夹层，高达28层！登塔要借助
“护送使者”———电梯。大家排成
两队，分批次上了十一楼。弥来佛
笑迎我们，白玉琢的大肚把苦恼
全咽了，观音手摇杨柳枝，普渡众

生。突然，一幕极不相称的景象落
入我一直收纳美好的眼睛，宝物
展示柜中竟有人民币！讲解员皱
眉说，这是有人祈福放的，不打破
玻璃拿不出，影响观赏效果。看来
“随喜”可不能随意哦，应该放功
德箱。
通往十三楼梵音阁的楼梯最

窄处只有一人宽，我们安静守礼，
逐个登梯。一群从十三楼“凯旋”
的老人与我们相遇，大家自觉侧
身靠右，让老人先走。随后我们浏

览了五楼法界源流殿，四楼罗汉
四季殿，三楼因缘报应殿和二楼
的众缘合和殿，在沉香、银、漆、
瓷、琉璃等工艺中礼拜佛祖，我们
都守着一个礼：不停过久时间，影
响他人观看。
“家有两尊佛，父亲和母亲”，

三八节我带妈妈登塔，报答妈妈
平日辛劳，就让香火绘出我家和
睦的礼仪盛图吧！

局前街小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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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曾函予

“三八妇女节”，在这个特殊
的节日，我想着给妈妈送些什么
呢？喜迎小记者协会给我们送来
大礼包———天宁宝塔亲子登高活
动，我能参与其中真是太兴奋了。

天宁宝塔始建于 2002年，
宝塔承载1000吨铜饰，采用举
世无双的铜雕艺术，是一座“盛世
之塔，文化之塔，传世之塔”。塔高
153.79米，为世界第一高佛塔。
小记者们在讲解员阿姨的一路带
领下，按顺时针方向参观了艺术
宝库殿、书画宝藏殿、古佛等，每
一层都很特色，塔内每一层都供

奉着多尊佛像，佛像高大雄伟，有
的是汉白玉做的，有的陶瓷做的，
有的琉璃做的……那些佛像唯妙
唯肖，栩栩如生的神态让人看了
心底赞叹工匠精湛的技艺。

在通过只能容一人上下的
楼梯时，大家都排队有序上台
阶，不争抢，看到年纪大的老人
礼让他们先行。到了一层有的小
朋友跑了几步，讲解员阿姨赶紧
提醒别忘了游览之礼。欣赏文物
时，又看到玻璃里竞塞了些钱，
自认为是积了功德，其实是很不
文明的行为，严重破坏了文物美

观，游览之礼告诫我们对待文
物，心存善，文物古迹要珍惜和
保护，要积功德有专门的功德箱
或捐赠单位。
游览结束后，我在塔外绿色

草地上碰到一位叔叔将烟头扔在
草地上，我上前劝说，并主动捡起
烟头，扔进垃级箱，以行动告诫叔
叔。
让我们大家行动起来，爱护

环境，在享受美景时要时刻践行
“八礼四仪”，尤其是游览之礼，养
成习惯最重要。

怀德苑小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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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王宬瑜

今天是三八妇女节，上午我参
加了一个小记者活动———带着妈妈
去观看免费电影。在观看电影之前，
小蜜蜂老师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
“小记者们，在观看电影时应该注意
哪些礼仪呀？”小记者们齐刷刷的举
起了手，有的说：不可以吃食品，会
影响到其他人，有的说：要提前进
场，对号入座，还有的说：不能大声
说话，也不能在观看电影时打电话。
我说：“中途早退要安静，弯下腰悄
悄离场。”小蜜蜂老师很高兴，给回
答问题的每个人发了小奖品。

正在这时，电影开始了。大家
安安静静的看了起来。大家正看得

高兴，忽然，一个妈妈和旁边的妈
妈聊了起来，身旁的小记者赶紧阻
止，小声的说：“妈妈，小声点，最好
别说话，这样会影响到其他人的。”
那位妈妈抱歉的笑笑，马上停止了
谈话。

中途，电影里唱了一首很搞笑
的歌曲，许多小记者笑了起来，电影
院的气氛一下活跃起来。大家看得
很开心。

这次的活动让我知道了许多观
赏之礼，我会把学到的观赏之礼告
诉好朋友，让我们的每场电影都充
满欢乐和文明。

钟楼实验小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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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蒋依璇

电影开始前20分钟，我们随着
人群井然有序地入场就坐。我环顾
了一下四周，大家都安安静静地坐
在各自的座位上耐心地等待放映，
几乎每个人都做到了“提前入场”。
“开始了，开始了！”前座的小朋

友压低着激动的声音说道。我微微
一笑，带着愉快的心情投入到电影
中。

不知不觉中，电影在大家的欢
声笑语中结束了，而我总觉得看完
这场电影和以前的感觉有所不同，
似乎更舒畅、更享受。我仔细想了

想，原来是因为这场电影没有嗑瓜
子的响声、没有手机拍照时的闪
光、没有嘻嘻哈哈的打闹声、没有
来来回回走动的黑影……这些小
小的改变却多了一份体贴，少了一
份自私！
小电影，大文明！为了他人和自

己的观影更加愉悦，为了营造和谐
的氛围，为了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更
加融洽，请大家与我一起———文明
观影！

正衡中学八)

-*

*班 张迎天

今天，我很幸运地参与了“3.8
妇女节，我带妈妈看电影”的活动。
这次活动的目的主要是让我们了解
八礼中的一礼———观赏之礼，并付
之于行动。
在电影开始之前，老师先问了我

们一个问题，“在电影院，怎样的行为
会被点‘赞’呢？”我们可积极啦！有的
说要提前十分钟入场；有的说不要随
地吐痰；有一位严格的小朋友还说不
能晚进早退。我呢，则说在场内不能
吃油炸类且有响声的食品，中途离场
时要尽量压低身子，讲话时要低声细
语，不要踢前面观众的椅背等等。老
师也给我们普及了一些知识，如：
3-6岁的幼儿园小朋友需要在家长
的带领下学会适当的拍手，7-12岁
的小学生们要保持安静，不得大声喧
哗，13-16岁的初中生要注意尊重演
员的劳动，不能喝倒彩，17-20岁的
高中生注意在影片放映过程中不可
以拿出手机拍摄照片、视屏、录音
……令我们大开眼界。

电影马上就要开始了，“下面就
看你们的了！刚刚说的那么好，不知
道你们能不能付之于行动呢？”我信
心十足，低声对妈妈说：“我一定会
做好！”是呀，常州是礼仪之邦，作为
一个常州人，能不遵守礼仪吗？那不
是有愧于常州了吗？我又看了看旁
边人，只见旁边人也是一副跃跃欲
试、信心十足的模样。

电影开始了，是《爸爸去哪儿2
大电影》。我坐在位置上，基本安静
的看着影片，这部电影令我又哭又
笑。姐姐找爸爸的样子实在太萌了，
让我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水中喂鲨
鱼实在太惊险了，让我忍不住差点
尖叫；片尾爸爸们给孩子写的信实
在太感人了，让我默默地流泪。电影
结束后，我又仔细检查了座位，确认
没有留下垃圾后，我再离开。

遵守“八礼四仪”，从我做起，从
一点一滴做起，让这个社会变得更
文明，更美好！

解放路小学四
.-,

班 徐畅然

暖暖节日·游览有礼，观赏有礼

三八节小记者陪妈妈一起观影、登高

看完电影之后……

少了一份自私，多了一份体贴

妈妈，小声点

捡起一位叔叔扔掉的烟头

“随喜”不“随意”

文明登高记

只看美景，不留“美名”

!

小记者协会将不定期在微信平台公布小

记者公益活动预告%亲爱的小记者%你想要在

下次的活动时抢得先机吗+ 那就快来关注小记

者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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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三八“妇女节”，我报名
参加了小记者活动———我带妈妈
去登高。在烟雨江濛濛的初春，我
们的亲子之旅开始了……
进入大殿参观，我刚想从门槛

上踩过去，就听讲解员说：“小朋
友，不可以踩门槛的！门槛象征着
佛祖的肩膀，你踩上去就是对佛祖
不敬哦！”我一听这话，连忙缩回迈
出去的左脚，怀着虔诚的心情从上
面一脚跨过。大殿正中供奉的是
18罗汉。它们神态各异，有的双眼
合闭，双手合十；有的手擎宝剑，金
鸡独立；有的盘腿而坐，闭目养神
……我们都在默默地观赏，一群大
声喧哗的老奶奶看见我们如此安

静也纷纷闭上了嘴，原来文明之礼
也是可以传递的。
这时，讲解员说：“小朋友，你

们可以去拜拜佛，许个心愿。”我赶
紧双膝跪在薄团上，双手合十，朝
着菩萨们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响
头，默默地许下了我心中的愿
望———今年能考上我心目中理想
的中学。
接着，我们乘坐电梯上了十一

楼，等候电梯的人流如潮。我们自
觉地两个、两个排成一条队伍安静
地等候，显示出我们少先队员礼让
的美德。很快我们来到了十一层，
我看见了一些不文明的景象，一些
游客拿着手机偷偷拍照，而大殿明

明写着“不能拍照”，我为这些不讲
文明的人感到耻辱。更让人生气的
是明明有供奉菩萨的钱箱，可有的
人为了突显自己，硬是把钱币塞进
密闭的玻璃缝隙之中，让原来的美
景逊色了许多。我们推广的“八礼
四仪”中不就是有一条“礼仪之礼”
吗？
“只看美景，不留美名”，从现

在做起，从我们身边做起，做个文
明的观赏之人！ 让文明之礼传递
下去……

博爱小学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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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钱苏念

指导老师 姜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