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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我校小记者来到常
州环球动漫嬉戏谷进行采风活
动。导览图上的一处景点介绍
很快就吸引住了我们几个的眼
球“梦幻擎天———动感飞行球
幕影院”。

一位姐姐给我们介绍了这
个项目的注意事项之后，就把
我们带了进去。系好安全带，影
片就开始了。座位慢慢向前移，
似乎就要从 23米高的上空掉
下去了，还好，到了不能前进的
位置，也停下来了。可这平台前
面只有一张网起保护作用，让
人看着还是有点心慌。屏幕上
出现了两只巨鸟在高耸入云的
山峰间飞翔，有许多大小不一
的石头不断落下，要避开重重
危险，使得座位开始左右倾斜，
俯冲、左转，身临其境，我们也
不由得惊叹“好棒！真是太刺激
了！”绕过一座奇怪的建筑物，
我们来到了冰雪世界，一只巨
大的冰龙带领我们浏览了这个
冰雪王国，瞧那里，一群怪物排

着队伍从厚厚的一条冰路上走
过，像是家族迁移，又像是押送
战犯，左右两侧，是万丈深渊。
然后，我们又来到了一个像是
童话中精灵王国的地方，许多
蝴蝶精灵在这里畅游，这长满
了巨大蘑菇的地方，这个水流
无比清澈的地方，很容易让人
同精灵世界联想起来。一只小
蝴蝶带领我们翩翩起舞，没有
了之前的神秘与诡异，现在的
我们无比轻松。离开了精灵王
国，我们又与一只仙鹤一起领
略了中国的古典和武侠的玄
幻，感受了科技的发展与时代
的进步，海上城市的宏大气势
也使我们难以忘怀……半小时
左右的电影却使我们产生了不
断的联想，到结束时，我们还嘀
咕着好不过瘾，还没看够呢！

嬉戏谷，一个现代科技与
无限创意完美结合的地方。畅
游其中，欢乐无限！

安家中学七"

(

#班 杨凌

指导老师 眭文英

嬉戏谷门前广场真可谓是人山
人海，三座美轮美奂精雕细琢的引
桥不禁使人叹为观止。一进入大门，
同学们便迫不及待拿起地图，奔向
不同的游戏。我带领成员来到“雷神
之怒”这个惊险刺激的游戏下。
我抬起头，望了望这座巍然屹

立在我面前的建筑，60米，只见它
直入云霄，一眼看不到顶！我咽了
口唾沫，缓慢地和其他人一起走到
排队区域。这队伍就像一条长龙，
蜿蜒曲折。我们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我看着别人坐上座椅，然后

“嗖”的一声，冲上了云霄，我浑身一
颤，不敢想象。
终于轮到了我们。我忐忑不安

地坐上了座椅，系上安全带，反复检
查有没有松开，双手紧握面前的栏
杆。“3,2,1”工作人员喊道。座椅开
始启动，先是缓缓上升10米，接下
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冲向顶端。
我的头发竖了起来，双眼紧闭，大声
尖叫：“NO！救命啊！”在上升过程
中，我悄悄睁开眼看了一下，那地上
的人仿佛变成了一颗小小棋子，随
着高度的变化，又犹如芝麻。现在开

始急速下降，可能是由于风的缘故，
我的屁股浮了起来，挨不着座椅，我
吓的再次扯着喉咙尖叫：“快放我下
去，我还不想死！”就这样折腾几个
来回，结束了。
我失魂落魄地走出出口，手心

的冷汗像雨点一样不停地滴，回想
起刚才的情形，我还情不自禁胆战
心惊。
返回的路上，我用了一个字概

括这次嬉戏谷之旅──惊。
安家中学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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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李晓佩

指导老师 眭文英

对于一名光荣的吃货来说，
“民以食为天”是真理。

来到嬉戏谷，坐了刺激的过
山车，看了魔幻的真人表演，又玩
了体感游戏后，肚子在 11点准时
开始嚷嚷。闻到阵阵香味，我便禁
不住唾津的潜溢了。我先点了份
酸辣粉，晶莹的粉条浸于被辣油
染红的汤汁下，用筷子轻夹，粉条
顽皮地在筷子上弹了几下，将香
菜、花生末浸于底部，然后便是吃

喽！口感是不错的，就是……太辣
了。

在一碗酸辣粉加上一瓶矿泉
水之下，我这吃货的味蕾得到了
极大的满足，但是只吃这么点就
太对不起吃货这称号了，拿出手
机将几个吃货损友叫了过来，她
们一听有吃就以豹般的速度赶了
过来。经过一番计算后决定每人
买价格一样的不同东西，拿着票
好久才拿到各自的美食，盯着损

友 1号手中的“当牛丸遇上虾”猛
吞一口口水，然后便以迅雷不及
掩耳之势将其中一个咬了下来，
有了我这开头几个人不再犹豫，
然后便是一场混战，我好不容易
死里逃生，刚想吃我的大肉串时
发现上面的肉全没了，就只剩下
一根竹签，我忍不住泪奔。大肉
串，我的心肝！

安家中学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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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陈晴

指导老师 眭文英

来到嬉戏谷，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一个转动的球形指南，下面是喷
泉。我忍不住伸手去摸了摸水。那
种清凉真是透彻心扉。
听到老师说：“自由活动吧！”大

家都兴奋地跳起来，欢呼着。我打开
花花绿绿的地图，那座龙骨似的图
案把我深深吸引。我拉着同伴去那
了。经过几分钟步行来到了“龙行天
下”。我的好奇心引领我走进去，队
伍不长，很快就排到我了，可是听到

前面玩的人说有些可拍，我内心不
禁害怕。我坐上了第一排，系好安全
带，车“嗖”的一下出去，随着轨道不
断上升，我的心渐渐悬起来，车子到
了最高处，突然极速滑下，再极速转
弯，我感觉整个人都快要掉下去了，
身旁的小茜放声大叫着，我紧闭着
眼，紧拽着栏杆，手心里全是汗，风
呼呼地吹过来。车子突然停了，大
家都惊讶着看着对方，都以为车子
坏了，就在这时，车又快速飞转起

来，我的胆都要甩出去了，我也大叫
起来。终于广播里响起“欢迎回来”！
这我才把心中的大石头卸下来。
时间飞逝，我们将与嬉戏谷说

再见。令我最难忘的还是“龙行天
下”，那是一次挑战，也是一次非凡
经历。

安家中学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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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臧清

指导老师 眭文英

太阳似乎很喜欢我们，昨天还
躲在云层后面，死气沉沉的，今天就
变得热情似火，活力四射的。我们头
顶个烈日在偌大的嬉戏谷里走着，
实在难耐这高温的烘烤，一阵风吹
来，携带着水雾扑向我们的脸，原来
是漂流激起的水花。我们经不住诱
惑，开始了既漫长又煎熬的排队时
间。尽管前面是人山人海，依旧不能

挤散我们对漂流的期待。
天气越来越热了，好在，终于轮

到我们了。我们接过蓝色的雨衣，麻
利的套在身上，快速穿过栏杆，轻轻
跨入船里，我们早已全副武装，时刻
准备着与水滴殊死拼搏，坚守自己
干衣服的领地。
一路上，到处充满了叫声和笑

声，和水声混合着。好像商量好了似

的，我们每个人都把上身的雨衣拉
到下身的腿边，要不是雨衣是透明
的，还真以为我们是个散发蓝光的
巨型蘑菇。走下船，脸颊上挂着水
滴，那水，像一碗解暑茶一样解去我
们的炎热，像游戏一样带给我们欢
乐。

安家中学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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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张佳奕

指导老师 眭文英

在这清雅而珍贵的早春里，
我们开始了嬉戏谷之旅

镜头 1———海上风波，话说这
海盗船不就是沿着轨道荡来荡去
的吗？有什么刺激的呢？我们小队
的所有人员都跃跃欲试可听了前
辈们玩时半真半假的尖叫声，有
胆上去的，就剩下我了，诶，一群
胆小鬼，虽说嘴巴强硬，但我心里
也没有底，眼看着轮到我了，我愣
是被他们拖上去，当然，结果只有
一个字———惨。

镜头 2———惊险冲浪，为什么
这么惊险的活动，取了“水上飘”
这么个温文尔雅的名字啊，哥几
个毫无悬念的被耍了一遭，穿上
雨衣，登上小船———出发！小船缓
缓的向前划着，我欣赏着两岸的
风景，还时不时逗逗旁边的小鱼，
这时，小船顺着传送带渐渐上移，
到了顶端，一个急流，突然把我们
从数米高的地方冲了下去，那一
刻我顿时感受到了失重的快感，
一时水花四溅，周围白茫茫的一

片，水波一波又一波地冲在我头
上，妈呀，我是来漂流的，不是来
冲澡的，可小船根本不管，依旧飞
一般的往前冲，终于到了终点，看
着船里同样满脸水珠的同伴们，
我哈哈大笑。

嬉戏谷之行，带给了我无限
的乐趣，无限的快乐更有无限的
回味，这次旅行，将会久久地镌刻
在我美好的记忆里。

安家中学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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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邹杰

指导老师 眭文英

经过半小时的车程，上午
九点，我们抵达了嬉戏谷，一下
车，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几个豪
华气派的大字———嬉戏谷。
我跟组长一边转一边玩，高兴
极了。
“龙行天下”真是好玩，这

从那长龙一般的排队队伍就能
充分体现出来。我们队在人群
中像蜗牛一样慢慢移动着，还
要小心提防着不让别人插队。
就这样排了大约一小时的队，
终于轮到我们了，在这之前，有
许多男生嘲笑我们，有的说：
“小女生还玩这个！”有的说：
“小心吓出心脏病哦！”对于这
些不怀好意的话语，我一一以
白眼回应，这时，我们这一班的
列车开过来，我兴奋地爬上车，
把保护我们的安全护栏拉到肚
子那，又用双手紧紧的抓住前
方的护栏，一切准备都做好了，

我心里反而生出一丝紧张，忽
然，列车在我毫无准备的情况
下开动起来，但由于轨道是平
的，我并不害怕，紧接着，前面
出现一道升坡，可上去时走的
如同老黄牛一般，我不禁有些
飘飘然，握着护栏的手也松了
一些，可就在它升到顶峰时，它
忽然以极快的速度冲了下去，
接着便是急速的升坡，俯冲，转
弯。此时，我的世界里，只剩下
尖叫，仿佛此刻，建交能驱除恐
惧，虽然这个过程只有短短的
几分钟，但我却感觉过了一年，
直到结束后，我都惊魂未定。

这次游玩让我们体验到了
嬉戏谷的梦幻与惊险，漫长的
排队时间也让我明白了人与人
之间应该互相谦让。

南塘桥小学六"

+

$班 孙雯

指导老师 朱艳

今天我们学校举行了游玩
嬉戏谷活动，所以同学们都很高
兴，各个脸上都洋溢着欢笑。

过了一会儿，嬉戏谷到了。
只见大门前站着凶恶的牛魔王
和一位威武的战士，大门上还挂
着一个巨大的机械钟，显得十分
壮观。

进入大门后，首先映入眼帘
的就是海盗船。坐进海盗船，只
听“砰”的一声，它便启动了。随
着海盗船升高，降低，旋转！同学
们的脸上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阵阵尖叫声在我的耳畔回响。

然后，我们小组还去爬了圣
殿山。只见沈诗松同学一声令
下，王家乐立刻以迅雷不及掩耳
的速度向上跑。我不甘示弱，也

紧追其后。过了一会儿，同学们
个个都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没
了力气。但这时，只听沈诗松大
喊道：“加油！”于是，我们鼓足了
劲，使出了九牛二虎之力，继续
往上爬。终于爬上了圣殿山。站
在高大的圣殿山上，我不禁有一
种君临天下的感觉。这时我向下
眺望，好高啊！我不禁打了个寒
战。再看看嬉戏谷的景物，真是
一览无余。其中摩天轮十分引人
注目，看着它，仿佛自己也和它
一样高大。

这次嬉戏谷之游不但锻炼
了我们的社会实践能力，还让我
们变得更团结了！
南塘桥小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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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杨孝羽

指导老师 陆静

游嬉戏，乐逍遥

畅游“天堂之舵”

一次挑战

吃货嗨翻天

魔幻之旅

惊游嬉戏谷

嬉戏游

游园有礼

畅游嬉戏谷，欢乐无极限

近期&安家中

学' 南塘桥小学的小记

者们来到嬉戏谷开展采风活

动(嬉戏谷迷人的春色&丰富的游

艺项目&给小记者们带来

了无限欢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