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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我作为小记
者参观采访了常州市郑陆消防中队。

一来到消防中队就看见两辆庞大
的消防车停在门口，鲜红的颜色显得分
外醒目。中队围墙上“安全警示十八个
想一想”大字标语显示着中队官兵严明
的作风，令我肃然起敬。

接待我们的是中队长王叔叔，他
身着迷彩服，显得精神抖擞。我们在
王叔叔的引导下近一步了解了消防
车。打开消防车，里面真是个百宝箱，

配有高压水枪、液压棒、绝缘剪、大力
剪、防毒面具、担架等装备，每辆车装
载 2吨泡沫、4吨水。遇到险情，消防
叔叔要根据火情，迅速制定作战策略，
灭火救人。“百宝箱”里面还有专门捅
马蜂窝的装备，消防叔叔不但承担着
救火的重任，还常常投入抗洪抢险、应
对突发事件等工作，为百姓排忧解难，
真是人民的保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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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吴烨

指导老师 仇晓韵

我们来到消防队，消防叔叔先给我
们介绍了消防车上的消防工具，消防车
上的马蜂衣可以帮助人们扑打马蜂窝
时不会被马蜂叮到；金属切割器可以帮
助消防员把电缆切割断；无齿锯可以把
钢筋锯断；防毒面具可以让消防员在救
援时不吸入有害气体保护自己；手动扩
张器是一种液压驱动的大型破拆器具；
水箱可以储存水，当需要灭火时就可以
用水扑灭火灾；移动水炮是一种能移动

的喷洒水炮，让消防员更快地扑灭火
焰；千斤顶的作用是能在地震时用它把
压住人的楼板抬起来；室外消防栓提供
水给消防员，让消防员扑灭火；大力剪
可以剪断钢铁；高压水枪是用来救火
的，泡沫枪可以迅速将火扑灭；绝缘剪
可以剪断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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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孙敏洁

指导老师 梁芬

消防器材中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
是高压水枪。消防高压水枪是消防灭火
器具之一，用于和消防水带、消防车相
连，喷射出密集充实的水流将大火扑
灭。消防高压水枪的射程比起一般的消
防水枪射程远，水流量大，压力很强，有
时一个人都抱不住。消防高压水枪主要
用于出现大火或者需将大火扑灭的地

方，消防高压水枪一般应用在固体物质
燃烧以及需要及时冷却的大火。消防高
压水枪对室内发生的重大火灾具有很
强大的扑灭能力，有时还可以扑灭带电
的火灾、可燃粉尘火灾及部分油品火
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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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梅智妍

指导老师 顾杏妹

我们参观了消防叔叔的宿舍。“哇！”
我们看了一眼就不由自主地发出了赞叹
声。只见整个房间特别干净，雪白的床单
是那么的亮眼，绿色的被子叠得像豆腐块
一样整整齐齐，还有一顶深绿色的军帽显
得那么庄严。从宿舍门出来，我们发现了
一样特别稀奇的东西———一根红色的铁
杆子，我们便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王叔
叔笑着告诉我们，这是当接到报警电话
时，消防员为了缩短赶赴扑事故现场时间

的工具。对于消防员来说“时间就是生
命”。

消防叔叔还提醒我们，其实我们身
边有很多消防隐患，却往往被人们忽
视。例如，出门前煤气阀门没有关；燃放
烟花爆竹时，一个小火花就能引起大灾
难。这些都需要我们时刻保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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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韩煜婷

指导老师 孙红霞

两位消防官兵走上车，把车开了出
来并把装工具和水枪的拉门打了开来。
我真是激动万分———终于能见到消防
车的“庐山真面目”了。只见车里的各个
舱都有两三层夹板，夹板上放着许许多
多的工具。我们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它们
的功能，王队长非常理解我们的心情，
马上就开始为我们一一介绍起来。绝缘
剪可以剪电线；大力剪可以剪断钢筋；

金属切割机可以把坚硬的金属给切断
……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高压水枪和
防毒面具。高压水枪有散射和单射两种
工作方式，为什么要用高压水枪来灭火
呢？王队长说高压水枪压力足，可以在
最快的时间完成灭火作业，从而挽救更
多人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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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杨仁

指导老师 张黄婷

消防叔叔给我们讲解了消防车的
结构组成，如高压水枪可以救火、还有
雷达探测仪可以精确探测失火的地点、
空气呼吸器可供人呼吸、大力剪可以轻
松的剪断金属、泡沫枪可以打出泡沫、
ABC灭火器可以灭固体上的火……还
有一种很厉害的服装，可以防止马蜂叮
咬，防毒面具可以帮助消防员在救援时
免遭有毒气体的伤害、千斤顶可以撑起

庞大的物体……
据消防员叔叔说，从去年到现在已

经接了201次119消防接警电话了。他
们真是辛苦了，他们挽回了多少生命财
产啊，我对他们的敬畏之情油然而生，
他们真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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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李晓慧

指导老师 姚秋萍

今天，我们学校的小记者在
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了江苏龙
城精锻有限公司参观。

走进公司，一个伯伯迎面
走来，脸上带着笑容，我感到特
别亲切。老师让我们向庄经理
提问。彭梦乐首先问道：“你们
公司有多少个人？有多少平方
米？”庄经理回答：“我公司现有
员工1600个人，占地 11万平
方米。”王熠接着问道:“您干这
份工作累不累?”庄经理回答
说：“工作很累，但为公司的发
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心里
还是很高兴的。”这时又有一个
小男孩说：“这个公司有多少年

的历史了？”庄经理笑着回答：
“嗯，问的不错，我们公司从一
个乡镇企业发展到了现在的公
司，大概有二十多年了吧。”所
有人一声惊叹。这时突然没人
提问了，老师对我们说：“小记
者们要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勇于
表现自己哦。”终于，我鼓起了
勇气，向庄经理问道：“伯伯，您
干久了这份工作会不会厌烦？”
庄经理满面春风地说：“这个问
题问得好，做这份工作会遇到
很多困难，我也是从一个基层
员工做到现在的经理，有时候
会厌烦，但是为了公司的发展、
社会的需要还要坚持下来。”有

一个人问：“公司生产的这些产
品发往哪里？”庄经理说：“有百
分之三十的留在国内，其余的
全部发往国外。”一个女生说：
“你们的客户都是什么样的公
司？”庄经理回答说:“我们的客
户都是全世界知名的五百强，
我们还获得过许多荣誉证书。”
有的同学提出了一些无厘头的
问题，庄经理都一一地回答了。
接着，我们进入了下一个环节，
有奖问答，答对了的有一本笔
记本和一支笔。许多人都获得
了奖品，脸上满是自豪和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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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李佳玉

指导老师 杨云亚

我们乘着校车刚进入厂
门口时一股机油味向我们冲
来。我们进去参观了数控车间
和转子车间这两个车间，但最
令我难忘的是那个转子车间，
我对里面的事物了充满好奇。

刚进入转子车间，我就看
到了一些工人在熟练地操纵

着机器，我仔细地看着那些机
器，只见那些机器在咔嚓咔嚓
地运作着，我不禁看得入迷差
点还摔了一跤。当我们快到出
口的时候，我们看见了一间房
子，里面有两位工人不知道在
干什么，脸上还戴着防毒面
罩，看着真像动画电影《风之

谷》中戴的防毒气面罩啊！这
一路看过去我们发现地上没
有任何垃圾，还处处放着分类
垃圾桶。可想而知这里的环保
卫生工作做得多么好呀！
坂上小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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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庄若瑜

我们走进企业，采访了庄
经理。一个小朋友站起来问：
“这个公司有多少年历史了？”
庄伯伯说：“从 1994年开始到
2014年，有 20年历史了。”我
坐在下面想了想，鼓起勇气问：
“庄伯伯，你们公司主要生产什
么产品？”庄伯伯说：“你知道汽
车的心脏是什么吗？”“发动
机。”“那发动机的心脏呢？”“是

马达。”“那马达的心脏呢？”我
答不上来了。庄伯伯告诉我们：
“是爪极，这就是我们的主打
产品。”我又继续追问：“你们
公司产品销往哪儿？”庄伯伯
满脸自豪地说：“我们公司的
产品百分之三十留在国内，百
分之七十销往国外。”我又问：
“那你们公司有多少客户？”庄
伯伯思考片刻，回答道：“我们

的客户遍及海内外。2003年
第一次有一批德国客户，他们
是第二个用我们产品的国家，
第一个是中国……”

这次活动让我第一次有了
当记者的感觉，这一定会是我
终身难忘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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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韩子奇

指导老师 吕万霞

走进数控车间，哇！一台台
高大的数控机床，像一个个威
武的机器人，正用一只只笔直
的“大手”在空中上下移动，给
零件钻孔、切割、修边等等。任
叔叔告诉我们这些零件叫做
“爪极”，它们是汽车发动机的
心脏，而龙城精锻目前是中国
最大、世界第三大爪极制造商。
说话间，一位工人叔叔已从机
器“肚子”里取出一个爪极，看
起来它的上半部圆圆的，下半
部有六个大小一致的尖头，还
真像一个爪子呢！再看机器
旁，是一箱箱整整齐齐排列着
的成品爪极。令我感到奇怪的
是，这些数控机床车间特别干
净，东西摆放井然有序，不像
其它厂子那样，到处都是黑乎
乎的油渍污渍，而且堆满铁
屑，脏兮兮的。我忍不住向任
叔叔询问原因，任叔叔笑呵呵
地介绍说：“我们公司的员工
上岗前都要经过严格的培训，
工作中一定要遵守厂规，要注
意物品的有序摆放，注意安全
生产，就像你们小学生也要遵

守校纪校规一样。至于那些铁
屑，在生产的过程中就自动存
放到地下，再按时清理，所以地
面是看不到铁屑的。”“哇！好先
进的技术啊，龙城精锻不愧是
与国际接轨的大公司！”我不禁
赞叹道。

接着，我们又去了转子车
间，这里跟数控车间一样，也是
机器多，工人少。只见工人叔叔
动作娴熟地点击了几下连接在
机床上的电脑屏幕，上面的数

字就发生了变化，而那些零件
便乖乖听话，排着整整齐齐的
队伍跟我们见面了。真是太神
奇了！它们是怎么接收指令的
呢？小记者们纷纷带着疑惑请
教了任叔叔和那些工人叔叔。
听着他们的讲解，我终于明白
了什么叫数控机床，它就是靠
电脑里的这些数据来控制机
床，进行自动化生产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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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郜梦雅

指导老师 庄浩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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