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到博物馆，导游阿姨热情地
接待了我们，并向我们说明今天活
动的两大环节：第一，参观扬州博物
馆雕刻艺术品展；第二，进行闯关游
戏。
在这两个活动环节中，我最感

兴趣的是参观文物，因为不看不知
道，世界真奇妙，参观文物真是让我
大开眼界啊！瞧，小小的展厅展出的
艺术品是五花八门，各具特色，而且
它们大多从清代流传至今，有黄杨
木雕如意，上面雕刻着许多葡萄，粒
粒圆润可爱；有浮雕人物笔筒，看起
来很迷你，工艺却复杂得很；有江丽
三刻仕女图瓷盘，盘子上的仕女姿
态优雅，表情动作都惟妙惟肖；还有
白玉菊花牌，这牌子看起来玉洁冰
清、晶莹剔透，上面雕刻着一朵肥美
的菊花，难怪叫它“白玉菊花牌”呢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木雕人首
蛇身俑，样子像一只正在水中游泳

的幼蛇，但是任凭我怎么找也找不
到它的眼睛。这时，旁边的志愿者叔
叔指着面前的放大镜提醒了我：“这
是微雕艺术，要用放大镜才能看得
清哦！”于是，我对准放大镜仔细瞧，
果真找着了蛇眼。啊！真想象不出那
些古代的能工巧匠们是如何精雕细
琢，才创造出这样出神入化的艺术
品的。看完整个展厅的雕刻作品，我
不禁赞叹：这里的每一件雕刻艺术
作品都那么精致美观，独具匠心，凝
聚了古人多少智慧和心血啊！这些
都值得我们后人永远珍藏。

短短的两个小时的采风在不知
不觉中接近尾声了，可博物馆的古
代文物还令人意犹未尽。回程中，我
浮想联翩：如果真的可以穿越到遥
远的古代，去揭秘那些令人震撼的
鬼斧神工，该是多么奇妙啊！

坂上小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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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陈静

指导老师 庄浩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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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博物馆，一直以来都是小记者增长见识的途
径之一，坂上小学的小记者们在春秋淹城博物馆不仅
进行了参观采访，还通过参加趣味活动，了解中国传统
文化，为古代中国的先进手工技艺点赞！

我们跟着老师从春秋淹城博物
馆的大门进入，来到一个展览厅，里
面摆放了很多文物。我们紧紧跟着
解说员姐姐，一边仔细聆听，一边东
张西望。展览厅的文物主要有独木
舟、青铜器、原始青瓷器、几何印文
陶器等。只见那些文物有的造型优
美，古朴典雅；有的文饰繁丽，工艺
精湛；有的器形独特，十分罕见……
令所有人叹为观止。
紧接着我们来到二楼，解说员

姐姐说：“你们按照任务卡上的任务
完成比赛，三项任务全部完成以后，
选一件自己印象深刻的文物，去拿
一张纸条背下来，然后来给大家说
一说，看看哪一组说得好。”解说员
姐姐一声令下，我们便像一阵风飞
出了会议室。
我们组先完成的是任务卡上的

“连线”任务，我是组长负责连线，组
员们和我东奔西跑，快完成的时候
还剩两件物品，可怎么也找不到这
两件物品在哪儿，哎！只能瞎连了。
连完之后我们赶紧跑到拿印章的阿

姨那里，阿姨检查了一遍，对我们
说：“恭喜你们，全对！去下一个任务
吧。”我和队员们兴奋地击了掌，拿
起盖好章的任务卡，前往下一个任
务站。下一项任务是“把箭扔进壶
里”：一共20支箭，扔进5支就算成
功。我和组员门都跃跃欲试，开始了
第一次尝试。然而却没有想象的那
么简单，第一次尝试就失败了，可是
我们并不气馁，继续尝试。我瞄准壶
轻轻一投，“耶，中了！”再看我的组
员张雨晴投中了三支，许欣怡也投
中了一支，正好5支，我们成功通
关，盖好了章又急匆匆地跑到下一
个任务站。下一项也是最后一项，那
就是拼图,完成拼图，盖好章，我们
立刻飞奔上了楼，可我们还是最后
一组完成的。
这次小记者活动既有趣，又让

我们增长了很多知识，希望下次我
能带着爸爸妈妈一起来淹城体验中
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坂上小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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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李佳玉

指导老师 杨云亚

这次我们小记者活动来到了淹
城博物馆，这里存放着我们祖国历
史悠久的珍贵文物。

进入博物馆后，工作人员首给
我们介绍了这些文物的资料。我的
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高浮雕高士图
竹笔海。高浮雕高士图竹笔海：浮雕
是指在平面上雕出凸起的形象，是
在平面上表现立体层次的一种雕刻
技艺。依照表面凸出厚度的不同，可
分为“高浮雕”、“浅浮雕”。直径19
厘米以下的叫笔筒，到达20厘米的
称笔海。工作人员还依次介绍了玉
雕、木雕、竹雕、砖雕等其它文化物
质遗产。

在博物馆里，我们不仅参观了
解了这些文物，而且玩了有关文物
的三关游戏。第一关：连连看。将任

务卡上的照片与正确名称连接，即
算成功。第二关：投壶。20根箭中5
根箭投中壶即算成功。第三关：拼
图。
我们进行第一关连连看时，实在

是手忙脚乱，东奔西跑，过了好一阵
子才成功，将章盖上，通过了关卡。第
二关：投壶。20根箭，我们先每人依
次投。我拿着五根箭不知所措，乱投
一气，眼看就剩下一箭了，路熠立马
上来帮忙投进了一个，我兴奋不已。
第三关：拼图。我们好不容易等到了
同组的庄若瑜第一个拼完了，路熠也
拼完了，我紧随其后也拼好了。接着，
我们又一起帮丁子轩和庄于燕，齐心
协力完成了三关游戏。

坂上小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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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彭梦乐

指导老师 金蕾

一进博物馆，同学们便跟随
导游进到展区，看到了木雕、竹
雕、核雕、砖雕刻等等，个个作品
精雕细琢。其中，我最喜欢的是砖
雕鲤鱼跳龙门，能把一块普通的
砖头雕成这么一个精致、完美的
杰作，那雕刻者一定是具备了非
常深厚的功力。

看完雕刻，我们在二楼举行
了叫“我与博物馆有个约会”活
动，每个小组都有 1张任务卡，
第一个任务是到楼下把与纸上
相应的文物图片和介绍找到，并
完成纸上的连线。我们小组东找
西找，忙忙碌碌好一会儿，总算
是找到了相应的图片。后来，我
们又完成了第二、第三个任务，
其中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第二
个任务，它叫“投壶”，就是一小
组 5人每人拿 4支箭投入前面
的壶中，投中总数 5个即可。我
迫不及待地就投出第 1支箭，可

是，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箭碰到壶就马上弹飞了。随后，
第2支、第3支、第 4支……唉！
大家一个都没投中，就这样，我
们组就失败了。但我们并没有因
此而气馁！第二次投，小组的每
个人对每支箭都格外珍惜。还是
组长我第一个来，我拿着箭，心
里默念：“准备!看好目标，1、2、
3，走你！”yes！我的箭“嗖”的一
下子落入壶中，太棒啦！接下来，
每人都完成得很好，我们终于成
功了!

最后，这次活动在同学们的
欢笑声中结束了，它让我知道很
多：其实这里的每一件藏品都有
一种寓意，看来，古代人的想法、
思维也不输现代人。而且，古代
也有许多非常有意思的事和玩
意儿，今天我就深有体会。

坂上小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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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王熠

指导老师 蒋嵘

今天我们小记者参观了春秋
淹城博物馆，一进大门就看到了
几座充满古典风味的“城堡”，上
面写着“春秋淹城博物馆”这七个
大字。

导游先带我们参观了文物
展，进去之后迎面就看到几十个
文物，真可谓是“藏宝阁”呀。然
后我们几个小记者认认真真看
了几个文物：有五代时期的木雕
侍女俑，有清代的透雕人物竹笔
筒，有宋代的童子持荷挂饰，有
晚清的核雕钟馗骑驴挂饰，有西
汉的巧色白玉蝉等等。其中我最
感兴趣的就是玉带钩，它是新石
器时代良渚文物，白色，表面有
沁斑，扁方体，通体光素。正面两
端呈圆弧形，钩首部分两则面对
钻一圆孔，钩尾部分琢磨成铲行

钩状。它于 1994年在武进郑陆
寺敦遗址出土。

参观完后，我们又玩了三个
游戏，分别是：文物连线，投壶，
拼图。我们这组轻轻松松就做好
了文物连线，马上就跑下楼去给
工作人员盖章。不一会儿，我们
把所有游戏都完成了。然后我们
三步并作两步到楼上集合了。不
出我所料，我们果然是第一个完
成任务的。但这还没完，我们还
要派一个代表上去介绍我们喜
欢的文物。我们派出了姜家富上
去介绍，只见他很自然大方地走
到台上：“我要为大家介绍玉琮
……”他一说完，台下响起了热
烈的掌声。

坂上小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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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张丁铭

指导老师 吕万霞

游戏中的知识
来到博物馆，阿姨告诉我们，先

要去参观博物馆，这里有许多雕刻的
文物。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如意真
经。它是黄雕玉石，通体晶莹剔透，造
型是葡萄藤，枝叶间果实累累，寓意
多子多孙、如意吉祥。它的雕刻精美，
栩栩如生，真是巧夺天工啊！它是馆
藏的珍贵文物之一。
参观了文物，阿姨又给了我们三

个任务：第一是先完成文物连接自己
的名称；第二是用二十支箭投中五个
壶就可以通过；第三要重整被打乱的
拼图就可以通关。我们先开始进入第
一关———宝物连连看。我们快速地把
前十三个容易找到的文物连了起来。
剩下的三个文物好难找啊！我们小组
奔到东仔细瞧，没有；奔到西细细看，
仍没有。我们到了历史文物区，里面
有许许多多的文物，也有好多我们不
知道的，不过，这个展览区有一位和
蔼可亲的阿姨热情地给我们讲解了
许多文物的名称、作用等知识。

接着我们进入了第二关———投
壶，第一次我们每个人都有四支箭，
开始投了，我们组的人个个充满信
心，老师在旁边用期待的眼光看着。
轮到我的时候，我心想：我到底是去
还是不去呢？正想着，她们已经把所
有的箭都投完了，就剩我还没有投。
嗨，赶鸭子上架，我不管三七二十一，
拿起箭就投，“当”的一声，箭擦着箭
筒边掉下。“哎———”周围想起一片叹
息声。我慌了，又拿起箭接连投了出
去，还是一无所获。当我手里还剩最
后一支箭的时候，我不敢投出去了，
但我看到老师在一边总是用鼓励的
目光看着我，耳边总是回响着老师
“加油，徐艺”的声音，我鼓起勇气瞄
了瞄投了出去，终于投中了！
今天我们度过了愉快的下午，在

游玩的过程中也增长了许多的知识。
坂上小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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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徐艺

指导老师 殷玉艳

博物馆奇妙日

感受古代文化

赏文物，勇闯三关

我与博物馆有个约会穿 越

宝藏探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