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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乘着公交车来到了气象
局，到达的那瞬间同学们兴奋得
手舞足蹈。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
走进了气象局的三楼，首先了解
的是关于我国气象资料，讲解员
开始给我们讲解，地球形成至今
经历了三大冰期：第一次震旦纪
大冰川期；第二次古生代后期的
石炭纪至二叠纪大冰川期。第三
次新生代第四纪大冰川期。还给
我们讲解了什么是大气？地球诞
生46亿年前，刚诞生的时候，地
球是一个火球，温度非常高，后来
又冷了，形成了大气。“这些东西
原来也跟我们气象有很大的联系
啊！”我感叹到。

最有趣的还是挑战魔方屋
了，选择认为对的答案站到相应
的位置即可。游戏开始了，大家都
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屏幕，突然，一
道闪电从天空闪过，顿时我的心
开始扑通扑通地跳了起来，这时
屏幕上“雷电知识”的第一道题出
来了，我心中偷偷笑了下，这题对
我来说太简单了，我立刻跑到了

B下方，心中默念：“3、2、1！”果然
正确答案是就是B，我站对啦！第
二道题目来了，看着这道题，我不
知所措该怎么办呢？我就随意选
择了C。“3、2、1！”C上方喷出了
一股难闻的烟，那味道好刺鼻。原
来是对我们答错的惩罚，真是太

有趣了！
这一次的小记者的活动让我

们边玩边学到了气象知识，真是
既丰富又有趣呀！

泰山小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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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张玄阳

指导老师 万蓉

步入气象局大门，一座升旗
台透露着气象局的庄严！进入大
厅，映入眼帘的是一座雄鹰雕塑，
它伫立在长城上，寓意是大展宏
图。旁边是一幅关于天气变化的
壁画，真是包罗万象！

伴随着讲解员的介绍，我们
来到了三楼气象科普馆，原来气
象就是风、云、雨、雪等一切大气
的物理现象。天气是一定区域或
短时间内的大气状态，如冷暖、分

雨及变化的总称。我们的大气分
为五层，分别是对流层、平流层、
中间层、暖层、散逸层。一部生动、
直观的短片，更让我感受到气象
与人类息息相关，从农活到国际
贸易，从基础到公务活动，气象处
处联系着我们的经济和生活。我
还看到许多人因气象灾害而丧
命，真可悲。

参观了气象科普馆，转眼我
们来到了低碳厅，这里还有低碳

体验活动呢，我跨步骑上自行车
体验低碳环保，明白了只有减少
气候对环境的影响，才能减少气
象对人类的危害。我还写下了低
碳金点子挂在低碳树上。
这次参观，此生难忘。让我们

关注气候变化，呵护生态环境，从
点滴做起！

泰山小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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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李铨

指导老师 邹益

天空为什么会打雷？雾霾到
底是怎么回事？……这些问题一
直困扰着我。4月11日，我们泰
山小学的小记者有幸在常州气象
局尽情地参观。

我们穿过气象大厅，来到科
普馆。哇，这里简直是神奇的殿
堂。一幅幅令人望而生畏的图片
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讲解员叔叔
一一讲解着：一只亚马逊森林的
蝴蝶，如果偶尔扇几下翅膀，不久
以后美国某地区会出现龙卷风，
这就是“蝴蝶效应”……我们一边
听着，一边发出阵阵惊讶声。“轰
隆隆”的雷声，“噼噼啪啪”的雨点
声把我们带到了充满威力的自然

现象面前：暴雨下起来时，一滴雨
水会砸出一个直径5———10厘米
的洞；一块冰雹会砸死一只猛兽；
一场大雪能让一棵树倒下，一棵
树倒下时会砸烂一辆汽车……我
们目不转睛地盯着视频，被眼前
这一个个不可思议的场景吸引
着。“那我们遇到龙卷风、冰雹应
该怎么办呢？”一位同学迫不及待
地跑去问讲解员，讲解员告诉我
们出现龙卷风时，应就近寻找低
洼地伏于地面，双手抱头；下冰雹
时，要和发生地震时一样，躲在桌
子、床等坚硬的物品下。“现在的
空气污染越来越严重，所以请同
学们跟随父母外出时尽量坐公交

车或骑自行车，骑自行车是一件
非常快乐的事哦，不信，我们来体
验一下。”我们排起了长龙似的队
伍等待着，每一个上去骑自行车
的人都舍不得下来。

此外我们在气象实训魔方屋
内，了解了雷电和雾霾等极端灾
害天气形成的原因；在知识抢答
中，掌握了许多应对气象灾害的
措施、逃生避害的技能……

气象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
关，作为新时代的我们要不断地
学习，揭开它的神秘面纱，这样才
能科学地预防，有效地改造。

泰山小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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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陶冠洲

指导老师 陈素云

“下车喽，下车喽！”今天，我
们小记者来到了常州市气象局，
期待揭开气象局的神秘面纱。

走过贴满四季照片的四季长
廊，我们便来到了意义非常的气
候厅。只见一颗蓝绿相间的星球，
咦，这不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
吗？可是旁边全是预警信号，讲解
员向我们介绍：预警信号有台风、
暴雨、大雾、雪灾、高温、冰雹、沙
尘暴、道路结冰等。预警信号总体
上分为四级，按照灾害的严重和

紧急程度，颜色依次为蓝色、黄
色、橙色、红色。例如雷电预警信
号，黄色代表六小时内可发生雷
电活动，可能会造成雷电灾害事
故。橙色代表2小时内发生雷电
活动的可能性很大，或者已经受
雷电活动影响，且可能持续，出现
雷电事故的可能性较大。红色代
表两小时内发生雷电活动的可能
性非常大，或者已经有强烈的雷
电活动发生，且可能持续，出现雷
电灾害的可能性非常大。看来危

险无时无刻不在我们的身边！
突然，左边传来狂风呼啸声，

吸引了我，我随着声音，来到了实
训魔方馆……在这里，我们还和
聪明的显示屏玩起了互动问答，
答错的小记者可要接受喷雾的惩
罚呢。精彩的魔方屋让小记者们
耳目一新，在有声有色的场景中
学会自我防御，真正做到了学中
玩，玩中学。

泰山小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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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王天逸

指导老师 薛惠

我今天的身份是一名小记者哦！
观看由湖小主办的风雅少年颂小主
持海选活动，一进场，就听见主持人
的声音响遍全场“请大家迅速坐到座
位上！”顿时，喧闹的大厅立刻安静了
下来。

十八位选手闪亮登场，第一位展
示才艺表演的是来自五年级二班的
花冠同学，一首《最美的太阳》镇住了
全场，这首歌曲风活泼，给我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第二个节目由二年级和
三年级的同学共同表演的，是一支动
感舞蹈，那富有活力的节奏感让我也
忍不住想和她们一起跳。接着叮~咚
~优美的古筝旋律吸引了台下的观
众们。“好—”一阵热烈的掌声，原来
是周锐同学在有感情的朗诵着《我是
中国人》。个子矮小的小男神周雨辰

表现的最热情，不断地与台下的观众
互动，与评委握手示好。学了八年的
拉丁舞女神王韵涵翩翩起舞，就像一
位舞蹈仙子，把最美妙的舞姿献给大
家。六（10）班的庄楠同学在音诗画中
展示的是书法，刚劲有力的笔锋得到
了现场观众一阵阵的喝彩声。优美的
孔雀舞赢得了一阵掌声，犹如一只只
美丽的孔雀在起舞。最后上场的是六
年级的马双儿，她表演的二胡独奏赢
得了评委们的一致好评！

最后，就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
了！“颁奖啦！”同学们通过自己的辛
勤劳动都收获了属于自己的成果，我
作为一名小观众，也得到了一份小礼
品，心里真是太高兴了!
湖塘桥中心小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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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罗湘楠

指导老师 陈敏

4月6日下午1点半，经典风云
会风雅小主持海选赛湖塘桥中心小
学专场在武进万达举行。这场比赛共
由两个环节组成，第一环节是才艺表
演。同学们有的表演诗歌朗诵；有的
拉二胡、弹吉他、吹葫芦丝、弹古筝；
还有的同学们为我们献上了动感的
拉丁舞和现代舞……他们的精彩表
演赢得了台下观众的阵阵掌声。第二
环节是现场问答环节。选手随机抽取
一张纸条，按照上面的题目回答相应
的问题。同学们有的回答态度诚恳，
实话实说，有的回答聪明机智，诙谐
幽默，个个都很出彩。

比赛结束后，我专门对评委马老
师进行了采访。马老师说湖小学生表
现得都特别棒，他曾经看过不少学生
的表演，有些是中学的联欢会，但都
不如今天湖小的节目精彩，湖小的学
生真是多才多艺，真是太棒了！马老
师的点评对我们是深深的激励。随后
我又采访了2号选手陆梓涵同学，她
虽然只有二年级，但在台上的表现却
非常老练。她说通过这场比赛，不仅
锻炼了自己，更展现了自己的风采。
湖塘桥中心小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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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周子轶

指导老师 盛佳

4月6日是个特殊的日子，因为
我要代表湖小小记者到武进万达观
看经典风云会风雅小主持之湖小场
选拔赛，这可是我第一次当小记者
哦。虽然天公不作美，淅淅沥沥的雨
滴下个不停，但依然阻挡不了我的热
情。

到了万达我才发现，呀！我竟然
忘带小记者证了！刚好虞老师在，她
见我着急的样子，就叫我坐在她旁边
观看表演。离演出开始还有一段时
间，那些要上台表演的同学们还在紧
张地排练呢！

不一会儿，演出开始了。比赛如
火如荼地进行着，选手们个个使出浑
身解数，发挥自己最佳水平，最终16
号同学赢得了比赛的第一名。

比赛结束进入采访环节了，终于
轮到我们小记者上场啦！很多小记者

都去采访评委老师了，我本来也想
去，但是人实在是太多了。于是我想，
我可以采访表演的同学啊！不过我还
是有些胆怯，怕难为情，不敢自己去
提问。虞老师看到了，帮我找来了一
个表演的同学。通过采访，我知道了
他叫花冠。在和他的交谈中我了解
到，他为了今天的比赛准备了半个
月，每天回家一做完作业就练声、练
吐字、踩节拍……虽然这次比赛没能
进入三甲，但他说：“尽自己的努力就
行了，拿不了奖都没关系，起码我从
中获得了经验，自信，锻炼了自我。”

今天是我第一回体验小记者，虽
然这中间有很多地方我还做得不够
好，但是，我会继续努力的，争取当一
名合格的小记者！
湖塘桥中心小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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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高铭湛

指导老师 虞佳萍

多彩活动，伴我成长

探秘气象局

神秘的气象

呵护生态环境，从点滴做起

挑战魔方屋

第一次当小记者

锻炼自己，展现风采

风云大赛

近期& 泰山小学与湖塘桥中心小学的小记者们分别组织了参观常州市气象局与风雅少年

颂小主持海选活动' 小记者们或记录采访&或参与互动&在活动中收获了知识&锻炼了口才&留

下了难忘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