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下过去一年里一切的喜悦与
不悦，踏着轻盈的步伐，乘着渡轮，飘
过大海，来到异国他乡———韩国。在
这里，也与家一般弥漫着温暖与快
乐。

在韩国旅游，用一句话形容，便
是玩得好，吃得好，住得好，一切都是
那么好。对像我这样一个爱新奇事物
的孩子来说，玩好，首居前列。太阳升
起来了，迎着阳光，我穿上滑雪服，戴
上雪橇，把长长的背影投向远方，背
对着太阳，手紧握雪棒，这将是第一
次挑战，紧接着一俯身，双手一背，
“嗖”我极速滑了下去，两边的所有景
物一闪而过，双耳生风，“啊……啊
……！”我再也控制不住兴奋与惶恐，
腾云驾雾啊，我快飞起来了。前面正
好有一位韩国的“偶爸”风驰电掣，我
见状更惊慌失措，说是迟，那时快，随
着一声过于夸张的尖叫，我们俩倒在
“雪泊之中”，还是“偶爸”富有经验，
一下把我拉了起来，帮我整装继续待
发，我不好意思冲他笑笑，都说滑雪
摔跤才有意思哦。

在韩国，对于一个不折不扣的”
吃货“来说，就应该是走到哪，吃到
哪，天下那么多肉类小吃，韩国烧烤
却可以自成一家。我们闻名而来，走
进干净的榻榻米，跪坐在上面，看到
邻桌流光溢彩的烤肉，香气扑鼻而
来，早就个个馋的直流口水啦，食欲
大增。肉终于来了，我夹一块半斤多
的生五花肉，慢慢放入平底锅，转眼
肉开始泛白，我立马不停给它们翻
身，又拍焦，又怕生，不知何时能入
口，“呦，好香啊！熟了，熟了……”伙
伴们的欢声笑语响彻餐厅，我也被肉
香味熏入迷了，品尝时味道更让我陶
醉不已。真是尝遍天下美味，此时最
美味啊！

就这样边玩边吃边学，我们丰富
了许多知识，直到现在在韩国的一切
情景仿佛就在眼前，在脑海里挥之不
去，于是，我与韩国立下十年之约，十
年之后，等我有了能力，再来这里找
十年前的记忆。

前黄实验学校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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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虞畅海

指导老师 胡伟

这次的韩国行，虽然有人会很
累，坐船吐的七荤八素，但兼并着疲
倦的则是快乐，一行人，闯闯荡荡，没
心没肺，来到了这个仿佛是几年不见
的朋友般的韩国。

每个人都怀揣着一份期待，一份
热情，在这个陌生的土地，我们一个
一个印下属于我们的烙印。虽然语言
的交流有障碍，但却阻挡不了我们似
火般的热情。用几句“新出炉”的韩
语，不标准的打着招呼，说声感谢，一
路上，洋溢着活跃的气氛，一路上，尽
是欢声笑语。

各有各的一个绝技，各领各的风

骚，舞台上的大显身手，传达着深深
的友谊与情怀，那一对对人儿，虽然
平时隔海相望，但此时都紧握着对方
的手，似乎从未分开过。脸上洋溢的
笑容，是从未有过的，带着一丝羞涩，
一份有好，一缕幸福。

大雪纷飞，那是另一个境界，当
我们滑过这洁白的雪地，一个深深的
痕迹，印了下来。虽一次次滑倒，但却
一次都不喊停。脸上早已布满汗珠，
可为何每个人的脸上，看不出一丝的
疲倦，有的只有开心和幸福。

前黄实验学校 施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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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更替，气象变换，不知不
觉中寒假都已经过完了。要说寒
假里我映象最深刻的的一件事，
那非这一趟韩国之旅莫属。
这天我们来到港口，看到了即

将陪伴我们一天一夜的CK-Star。
淡淡的锈迹从船底向上蔓延，海
水的洗礼让它饱经沧桑。我们就
乘坐着它来到了韩国。

韩国，一个寒冷的国家，有着
凛冽的寒风，但人心却很温暖。这
里有质朴的人。在韩国，一切都是

戒奢从简的。酒店、餐厅一切都是
提倡环保的。而当我每次在餐厅
用完餐，我总能看见桌上的剩菜
和服务员阿姨们脸上的无奈。这
一幕深深的烙印在我的心上。我
们到了韩国，难道不应该学习韩
国人节俭的品质吗？

这里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
的东西。

我们拜访了大邱的一所学
校。五彩缤纷的装潢、开放式的教
室，几乎每个人的眼里都闪着羡

慕的光芒。中韩学生互换礼物、同
台演出，也加强了中韩的友谊。

在韩国的时光是美好的，也是
短暂的。在回祖国的几个小时前，
我们最后在泡菜学院体验了韩国
的文化———泡菜与韩服。这也算是
一种我们来过韩国的象征吧。

质朴的人、质朴的物、质朴的
民风，这也许是我难忘大韩民国
的原因吧。

前黄实验学校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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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潘玥

指导老师 周音美

盼望着，盼望着，寒风吹来，深
冬的脚步近了。我满怀激动的心
情，迎来了寒假，在家高兴地收拾
东西，准备踏上这一回的韩国游。

踏上旅程$激动

寒冷的风儿吹在我的脸蛋上，
生疼生疼的。但我却满怀暖暖的喜
悦，在学校与同学们回合。上了大
巴，看着车飞奔在大马路上，我的
心，更随它一同自由驰骋。转眼我
们就到了连云港，要上船了，我心
花怒放看着这蓝蓝的大海，胸怀又
随着大海般宽阔了起来。

海上难眠$期待

经过一天的海上颠簸，还真有
点不适应。但想到马上就踏上一片
我从未见过的陆地时，我充满期
待，远远地，我看见了几个郁郁葱

葱的小岛，这时导游让我们上甲板
拍照，我们高兴极了。
一打开夹板门，阳光撒满整个

甲板，调皮的海风急促的追逐着
我，我的头发也乱成了一片秀发自
由的飞舞。不知不觉，我已沉浸在
海风中了。

体验滑雪$尝试

这是来到韩国的第二天，韩国
导游答应我们去滑雪，吃过别具特
色的韩国早餐后，我们来到一个滑
雪场，只见这里一片白雪茫茫真可
谓“谁将平地万堆雪，剪刻作此连
天花”拿起装备，跟着小伙伴们冲
啊，从高坡滑下来，挡不住的力量，
燃起了激情之火。摔了又摔，滑了
又滑这正是痛苦但快乐的尝试。

初次见面$友好

今天，我们要去探访一个中
学，同学们都早早的整备好了自己
的礼物，赠给那个他（她），我有些
羞涩地把我收藏的中国皮影给了
她，红着脸与伙伴走在一块，甚绊
了一跤。参观了韩国同学的学校，
我才知道，真是高大上，处处令我
们羡慕不已。临走前，同学们都招
手表示再见，我相信，我们会永远
记住他们的，即使只一起待了几个
小时……

踏上归程$满意

很快，在韩国的五天，眨眼般
过去了，我们也该回国了。投入母
亲的怀抱，总是既熟悉又亲切，我
也满载而归！

前黄实验学校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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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赵钦栋

指导老师 胡伟

终于到了，心里按捺不住那
种激动的心情了。韩国，我来啦！
那个神秘而又令人向往的地方，
难以置信，我就站在上面。

当天我们住的是度假村，第
二天就能滑雪了！滑雪，令人兴奋
和激动啊，虽然上次摔的很惨。但
是，这滑雪却是我旅行过程中最
难忘的。第二天，我在新鲜的空气
中醒来，外面银装素裹，一片白茫
茫，正是滑雪的好日子。我们都穿
上了滑雪服，摩拳擦掌，蓄势待
发。但是……那滑雪板和鞋子也
太重了，我光拿到滑雪场就上气
不接下气了。窝穿好鞋，用力蹬滑

雪板，终于将鞋子固定再了什么。
但是我从来没有划过这种啊。我
小心翼翼的挪动步子，生怕摔倒，
但很不幸，我还是倒了，是被阿钱
一个热情的从高处滑下来的拥抱
给撂倒的，哎，挣扎了好一会，窝
材料踉踉跄跄的站了起来。一步
一步艰难的迈着步伐。像高处走
去。该好好享受那种从高处滑下
来的感觉了！可是，滑下去时，我
很不幸的弄错了方向，即将撞上
围栏，刹车也来不及了，于是我顺
势一到，摔了下去，即使刹住了。
还好，只是屁股摔的好疼。我一次
次锲而不舍的尝试，一次次被各

种原因迫使停下来，不是有人在
下面，就是我离围栏不远了。最后
一次，出奇的顺利，我完整的滑完
了！但是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在我们恋恋不舍的目光下，我们
离开了滑雪场。
此后的几天，我们的旅程也颇

丰富多彩，青瓦台、景福宫、首尔等
等。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在第七天踏上轮船的那一
刻，心里忽然有了些许不舍，但是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韩国，我们
有缘再相见！
前黄实验学校七!

.

"班 丁雨飘

指导老师 胡伟

波浪涛声不断，承载着我们
对韩国的向往；欢声笑语阵阵，饱
含着我们对旅游的热情，我们在
甲板上呐喊：“Korea，weare
coming！”

2月14日，常州小记者团访
问了韩国的小学，中韩小朋友们
互赠礼物。虽然语言不通，但是也
丝毫阻挡不住那一份说不出的情

谊。中韩双方各显神通，双双展示
“绝技”。此次交流活动持续了两
小时。结束后，小记者团又随导游
老师参观了韩国的学校。整齐端
装的校服，活泼童趣的教师，和蔼
可亲的老师，多元化的流行元素，
着实让同学们惊叹，欢呼，大概有
过了半个小时。参观完毕。中韩小
朋友却还是似乎有道不尽的话，

手拉手离开校门。
本次活动，使中韩双方增进

友谊，也展示了中外文化的多样
性和丰富性，展现了青少年之间
的活力和友谊，为这次旅途画上
了闪亮的一笔。

前黄实验学校 薛佳怡

指导老师 管晓云

七天的韩国之行在指缝间悄
然而逝，回首这欢乐却短暂的七
天，心中满是不舍和依恋。韩国之
行的点点滴滴在我脑中像电影般
一幕幕地播放。最令人难忘的还
是中韩同学同台交流。

那一天，我满怀憧憬踏进大邱
学校的校门，拉起韩国朋友的手，

大步向大厅走去。一路上鲜艳的
花，茂盛的草，如公园一般生机勃
勃。厅内，灯光闪烁，宽敞明亮，我
们找了一个位置，坐下来，精彩的
表演便开始了。韩国校长的讲话语
调激昂，虽然我们听不懂，但仍然
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谊。瞧，韩
国民族乐器吹响了，韩国民歌唱响

了，民族舞跳起来了。大厅里洋溢
着浓浓的韩国气息。中国代表者也
毫不逊色，流行歌曲唱起来了，《小
苹果》跳起来了，小提琴拉起来了。
拍照留下了那美丽的时光……

韩国之行，满满的都是快乐
和幸福。

前黄实验学校 张佚诺

小记者中韩交流采风活动

暖暖之旅，满满收获
难忘的那些质朴

印象韩国

踏雪之旅

七天里的美好

Korea，wearecoming！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深深的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