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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站是广州， 小记者们走进黄花

岗七十二烈士墓园， 了解革命党人的英

勇献身；去到越秀公园，参观广州标志性

建筑五羊石像；走进下九步行街，品尝地

道广州美食；参观黄埔军校，了解军校校

训，看黄埔军校学生学习的地方，学习他

们的精神。 当然，去海心沙广场玩耍，与

小蛮腰合影也是保留节目。

第二站是深圳。深圳降温了，但小记

者们依然热情高涨！早上，大家去世界之

窗打卡，了解缩小版的世界著名景点。小

记者们兴奋地说，他们是在环游世界，挨

个和“埃菲尔铁塔”合影，游览了缩小版

的白宫、凯旋门、大皇宫等。下午，小记者

们到了深圳科技馆，亲自动手，了解科学

原理，学习科学知识，在玩中学习、在学

中玩。

第三站是珠海， 海洋王国的小精灵

正在等待小记者们的到来。 1 月 17 日，

小记者们手拉手进入了海洋世界。 观看

海豚在水面跳跃嬉戏，与海牛合影，与北

极熊打招呼等等。 这里不仅是海洋动物

的天堂，还有精彩的空中飞人表演、花车

表演夜晚烟花秀。 小记者们纷纷拍手称

赞说：“这里真的是一个王国， 什么都

有， 近距离看到了好多以前没有看到过

的海洋动物，真是开心，以后要带爸爸妈

妈也来看看。 ”

最重要的一站当然是港珠澳大桥，

最激动人心的时刻要来临， 在出发的车

上， 小记者们就叽叽喳喳地讨论港珠澳

大桥到底是怎么样的， 是不是超级的壮

观，孩子们太兴奋了！ 到了关口，小记者

们都很守规矩， 排队乘坐上港珠澳大桥

的穿梭巴士。上车后，边看风景边听老师

讲解：港珠澳大桥全程 55 公里长，其中

海底隧道长 8公里······

“看，我们现在就要进入隧道了，小

记者们激动吗？ ”“哇！ 真的要钻入海底

哎！好激动！” 小记者们终于看到了港珠

澳大桥的真面目， 这项宏伟的工程真是

令人自豪。

时间飞逝， 短短 7天的研学之旅接

近了尾声， 看着小记者们写下的研学日

记，回想这几天的点点滴滴，相信在小记

者心中留下了很多珍贵的回忆， 结识到

了新的朋友， 也学习到了在课本上学不

到的知识，这不就是研学的意义吗？期待

下次再与这群可爱的精灵相遇。

本报记者 谢雨彤

贵阳小记者 踏上港珠澳大桥

7日研学之旅，还游览了黄埔军校、海洋王国等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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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珠澳大桥是震撼世界的

“超级工程” ！ 被英国卫报评为“新

的世界七大奇迹” 之一！ 这么伟大

的工程， 我们贵阳晚报的小记者当

然也不能错过。

1 月 14 日，探索港珠澳大桥研

学之旅开启了， 本次行程共 7 天 6

夜，小记者先后去了广州、深圳、珠

海、香港。

小

记者作品

它，让我们的几块国土连在了

一起； 它， 是全世界的伟大奇迹；

它，是全国人民的骄傲！ 它就是港

珠澳大桥。

1 月 17 日， 我们贵阳晚报小

记者将乘坐巴士，体验在港珠澳大

桥上行驶的乐趣。

港珠澳大桥，全世界最长的跨

海大桥， 连接珠海、 澳门和香港，

2009 年正式开工，去年正式通车，

他成就了世界的奇迹，也对促进三

座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有着重

要意义。

上车了，车辆行驶在宽阔的道

路上，海面在阳光的照耀下波光粼

粼、耀眼无比，透过玻璃望去远处

的桥梁被雾气烟罩着， 洁白的索

塔，高耸入云，斜拉着大桥的主梁，

看着十分的壮观。我不禁为这不可

思议的建筑而感叹。

我十分激动， 这时司机说：

“马上就要进海底隧道了！ ” 世界

突然一片漆黑，哇！ 我们进海底隧

道了， 里面并不像海洋公园一样，

能清楚看见鱼儿子水里游动，而是

用石灰补上的，但我能清楚地听见

水流动的声音和鱼儿交谈的声音。

港珠澳大桥如此神奇，如此美

丽，它让我感觉到我们祖国正在强

大起来，走向繁荣富强之路。

港珠澳大桥

冯慧珊 志道小学五（2）班

鸦片战争博物馆

徐雨森 苗苗实验学校三（1）班

1 月 14 日午后， 从贵阳出发

的动车缓缓驶入广州南站，贵阳晚

报小记者“港珠澳大桥之旅” 研学

冬令营活动从这里正式拉开帷幕！

接下来的一周，我们走进了以“亲

爱精诚” 为校训的黄埔军校旧址、

浓缩全世界文化和景观的世界之

窗、 梦幻烟花的珠海长隆公园、趣

味创意的深圳科学馆，以及世界建

筑奇迹—港珠澳大桥。 研学路上，

留下了我们的欢声笑语，激发了我

对科学的渴望，对世界的探索。 其

中，令我感触最深的是参观全国禁

毒教育基地—鸦片战争博物馆。

博物馆位于广东虎门，踏入前

庭大门，面积宽阔，树荫如盖，绿草

如茵。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林则徐铜

像，宏伟庄严。对这位民族英雄，我

早有耳闻，他以虎门销烟、奋力抗

英而闻名中外。但今天是我第一次

近距离接触他的历史，敬意之情充

盈了脑袋，我不由自主地举起右手

行了注目礼。

再往左走，便是两个方形的销

烟池。 听带队老师介绍，别看这小

小的池子，这里销毁了两万多箱鸦

片，拯救了很中国人。再往前走，来

到了馆内的陈列柜前，里面摆放了

木桩、木板、鸦片、烟具、大刀、洋

枪、洋炮等。其中一个黑乎乎、圆圆

的东西很特别，有皮球大小，质感

硬，这就是“鸦片” 。它是从一种叫

罂粟的植物里加工提练出来的，一

旦吸食，可导致人恶心呕吐、头昏、

乏力、嗜睡、注意力不集中、视物模

糊等。 通过观看沙盘、声光电模型

视频， 我们了解到，1839 年 6 月，

林则徐带领人们， 历时 23 天销毁

鸦片两百多万斤，向全世界宣告了

中华民族决不屈服于侵略的决心。

这也是 6 月 26 日是国际禁毒日的

由来。

从博物馆出来，我的步伐很沉

重，真正体会了“落后就要挨打” 。

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享受着和

平时代的阳光雨露，我一定要好好

学习， 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让

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

研学感想

叶思予 乌当区实验小学五（6）班

长达 7 天的港珠澳大桥冬令

营正式拉开了帷幕。 在这几天里，

我不仅增长了阅历， 丰富了知识，

而且还结识到了新的好朋友。我感

觉很快乐，很充实！

在这几天里，我们去了雄伟壮

观的港珠澳大桥；去了奇妙梦幻的

海洋王国；去了高大纤细的“小蛮

腰” ；也饱览了各地美景缩小版的

世界之窗……景色之多， 景色之

美，数不胜数！ 而且广东.珠海.香

港等地靠海居住，风景宜人。 一年

四季都有鲜花开放，所以广东也被

称之为“花城” 。

这次冬令营可真有意义啊！它

让我懂得了一个道理： 读万卷书，

不如行万里路。原来世界是那么的

大，那么美。以后真的要多出门，多

去了解世界，才能让自己的知识不

局限于书本上。 这样，才能让自己

变得更好，更美，更出色，更成熟！

参观港珠澳大桥

胡曦尹 北师大贵阳附小一（1）班

1 月 14 日， 贵阳晚报小记者

港珠澳大桥研学冬令营正式开始

啦，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和一群小伙

伴踏上了愉快的旅程。

一周时间，我们参观了世界之

窗、小蛮腰广州塔、深圳科学馆、鸦

片战争纪念馆等。

最让我期待的穿越港珠澳大

桥在旅行的第 5天终于来到。我们

排着整齐有序的队伍坐上了大巴

车、 踏上了雄伟壮观的港珠澳大

桥，心里十分激动。

我觉得大桥的样子就像公园

的过山车轨道，一眼望不到边。 我

觉得修桥的叔叔阿姨们真伟大，他

们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建造了这一

座全长 55公里的世界上最长的跨

海大桥。 坐在车上，穿越这座宏伟

大桥的时候，我想，我一定好好学

习，不怕苦不怕累，练好本领，将来

也要为我们国家作一份贡献。

7 天 6 夜的贵阳晚报小记者

港珠澳大桥研学冬令营活动很快

结束了。 几天来，通过参加的各项

活动，增长了知识，又玩得开心。明

年，我还要参加贵阳晚报开展的研

学活动。

我的冬令营

高鑫璐 志道小学五（2）班

在这次冬令营， 我认识了很多

新同学和新的老师。 有细心指导我

们学习的阿宝老师； 有陪伴我们玩

耍、 并保护我们安全的言老师和王

老师； 有照顾我们生活起居的田老

师和谢老师。

在这次旅途中， 有许许多多深

刻的回忆， 其中让我最难以忘怀的

就是海洋王国和港珠澳大桥。 在海

洋王国里面我们整整玩了一天，我

最感兴趣的游乐设施是“冰山过山

车” 。 里面有着冰凉的水，可爱又懒

惰的北极熊， 过山车闯过连绵起伏

的轨道， 随即传出一声声同学们的

尖叫。

港珠澳大桥是新的世界十大建

筑奇迹之一， 使用的寿命约长达

120年。是一座跨海大桥，总长约 55

公里，釆用了 420,000 吨钢建成的。

它由海中主体工程和珠澳口岸人工

岛、香港口岸人工岛组成，形成了珠

海、澳门、香港三条连接线。

这座桥共耗资 1269 亿元，成为

连接珠海、 澳门、 香港三地的大动

脉！ 拉近了珠海、澳门、香港三地之

间的距离，增进了两岸同胞的感情，

加快了三地之间的经济往来， 同时

在建设大桥时， 他们克服了无数的

难题， 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不畏艰

难、勇于创新的精神！

这座桥是我们的骄傲， 是我们

自豪！

我的寒假之旅

安阳文秋 实验二小二（11）班

期末考试结束， 我参加了贵阳

晚报小记者的冬令营。我们坐高铁，

从贵阳来到了温暖的广州。

这次活动我们要参观三个城

市，分别是：广州、深圳和珠海。在广

州我们参观了黄埔军校和小蛮腰

（广州电视塔）等；在深圳参观了世

界之窗， 让我领略世界各地著名的

缩微景观，大开眼界！ 第三站珠海，

我们先在海洋王国玩了一整天，然

后去了一个叫英雄岛的地方， 看到

了很多海洋动物，比如海豚、白鲸和

很多海洋鱼类。 我还玩了迷你过山

车， 其他过山车太高、 太快我不敢

玩。到了晚上我们观看了烟花秀，其

中还有精彩的无人机表演。

最后我们参观了港珠澳跨海大

桥， 它由跨在海面的桥梁和海底隧

道组成，连接着香港、珠海和澳门。

活动中， 我们和四川绵阳以及

珠海的同学一起互动， 相互交换了

礼物，我送了一本书给珠海的哥哥，

他也送给我了一盒拼图， 我非常喜

欢这份礼物。

参加这次冬令营， 我认识了很

多新朋友，学到了很多新知识。活动

很成功，我非常开心！在此我要感谢

一路陪同我们的三位老师， 谢谢你

们！

上桥前合影

参观七十二烈士墓

和奶奶一起制作贝壳项链

与珠海小记者交换礼物

参观鸦片战争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