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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西游”之淮阴区开明中学

版面设计：周人可

走进西游，走近大白鲸
——
—全市中小学生游学西游有奖征文大赛作文选登
美妙的春之旅

春游见闻
■淮阴区开明中学初一（4）班

颜超

听着手机中喜爱的音乐， 看着车
外悦人的风景， 我感受着全车欢快的
气氛，“奔赴” 着目的地——
—西游乐园
和龙宫大白鲸。
第一站——
—西游乐园。 刚刚下车，
一个“伫立”在广场中的雕像吸引了全
班人的眼光：那是一个手提毛笔，仰望
天空的人——
—《西游记》 的作者吴承
恩。 这个雕像将他刻画得栩栩如生，而
他的背后是海浪， 不正表现出了他的
博大的胸襟？ 海浪的上方正是大家耳
熟能详的唐僧师徒四人。 同学们争相
在这里留下了“身影”。 随后便参观了
整个西游乐园， 我们见识到了以前从
不曾见过的东西， 这些大大开拓了我
们的眼界。
紧接着我们就去了龙宫大白鲸欢
乐世界。 在里面我们“捧着三张票去，
带着欢乐出来”，还未曾玩尽兴不觉一
日已过半。
吃完了午饭， 我们自由活动放松
了一下，为下午的游玩做好了准备。 进
入了龙宫大白鲸的极地海洋馆， 在那
有许许多多的的动物：如仙般的海龟，
全身似雪的白狼，造型滑稽的海星，拳
头般的小水母，惹人喜爱的企鹅……
我们在极地海洋管里面足足走了
四十多分钟才走到头。 一路上我们走
走停停拍下了许多照片。 我们不约而
同地聚集在了一个地方——
—大白鲸的
表演场。 虽然只有短短十几分钟，但是
却给了我们如同大片一般的震撼感。
我们先注意到的就是它的外形， 它躯
体粗壮，真的是鲸如其名，全身仿佛披
着白毯，头圆、喙短，没有背鳍，和别的
鲸不一样。 其次，才是它的表演。 那大
白鲸通人性 的 表 演 瞬 间 就 吸 引 了 我
们。 我们放下了长时间走来走去的疲
倦， 在没有座位的情况下我们都站着
看，但是却没有感到累。 因为那两头大
白鲸如人一般， 和驯养师配合得天衣
无缝，仿佛是一个人。 灵活的身姿，上
下浮动，不急不躁，如同水下漫步。 我
记忆最深的是那大白鲸在水中载人潜
游， 它不慌不忙， 载着驯养师慢慢游
动，保持着优美的姿态，将它的聪明和
通人性的特点展示得一览无余。
一天的时间悄然逝去， 游玩的快
乐浮现在脑中， 快乐的笑声回荡在耳
边，美妙的风景印在眼前。 我回味着一
日的所有的经过……

■淮阴区开明中学初一（3）班

范乐琪

在和煦的春风中， 在暖阳的
光辉下，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来
到了春游的目的地——
—“龙宫大
白鲸”。
到达龙宫大白鲸广场， 大家
就被门口那霸气的装饰吸去了目
光： 以深蓝为底色的墙似把天也
印得更蓝了。第一站是欢乐世界。
走出走廊，视野大开，热闹的游乐
园里， 各种精彩的游乐项目和来
来往往的人们令我目不暇接。 我
们先玩了旋转飞椅。 刚开始我一
点都不还怕， 但随着柱子不断伸
高，我不由得害怕起来。听着耳边

不时传来的欢呼声， 我又慢慢鼓
励自己，克服了害怕。我们又尝试
了许多游乐项目，有趣极了。
第二站是极地海洋馆。 极地
动物自然不能少了企鹅， 这里的
企鹅很多只， 比有些海底世界的
要多。要告诉大家的是，这里可以
跟企鹅亲密接触哦， 不过我来的
不是时候，这里刚建成不久，现在
还没有机会亲密接触到可爱的企
鹅们，相信很快就能体验到啦。海
豹整天喜欢泡澡，看见有人来，还
是很配合得竖起了脑袋。最后，压
轴戏要上场了。 快要到场馆出口

时就会看到大白鲸的表演场地，
隔着玻璃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大池
子里两条白鲸在嬉水。 现在它们
正在训练当中， 等到正式开始就
会带来一场精彩的表演秀， 一定
会嗨翻全场。 训练完的白鲸们显
得有点慵懒， 貌似在打瞌睡呢
……在极地海洋馆的后面还有一
个嬉水乐园， 它与其他水世界不
一样，它是室内的，所以夏天你不
用害怕被太阳烤晒， 尽管撒开玩
吧。现在嬉水乐园还不能进去玩，
6月28日就会跟大家见面了。
这次的旅行真开心啊！

乐游龙宫大白鲸
■淮阴区开明中学初一（9）班

古子彦

车子颠簸着晃到春游的目的
地，我们便迫不及待地下车。
太阳的光芒似乎要把我们心
中的热情燃成燎原之火。 拿到欢
乐世界的门票后， 我们便迅速地
飞向我们的游乐景点。 但我印象
最深的还是动物领地， 有各种动
物。看到一群小香猪，我便热情地
跑过去跟它打招呼， 但它们似乎
是猪眼看人低，根本不理会我，只
含着满嘴食渣瞥了我一眼， 继续
进食。看它们的样子，我竟然也感
觉饿了， 便掏出一袋薯片咔嚓吃
了起来。 这声音对于它们就是天
籁，甩着尾巴朝我屁颠屁颠奔来，

不住地哼哼。我一见事态不妙，随
手散了几把，连忙逃走。后来鸵鸟
瓜分了我的饼干， 面包又被羊驼
抢了半袋，看着所剩不多的食物，
我有点欲哭无泪。
集合时候， 同学们个个大汗
淋漓， 回味着刚才所见所玩，快
哉。 中午饭很快被风卷残云般吃
完， 我们期盼的大白鲸表演也愈
加临近了。
穿梭在极地海洋世界的各个
景点中，我们真是大饱眼福：海龟
悠哉悠哉地游泳， 狐狼窝在坡前
嬉戏，企鹅朝你卖萌，各种新奇的
鱼儿自娱自乐的舞蹈……真不敢

想象动物们会相处得如此融洽。
下午三点， 表演场大屏前座
无虚席， 大家近乎虔诚地等着大
白鲸的表演。
蓝色的大屏中缓缓游来两头
憨态的白鲸， 它们游得是那么惬
意， 好像没有什么能打扰它们自
由自在的生活。然后，一位潜水员
徐徐游来。 大白鲸仿佛很高兴的
样子，向潜水员游去。随着他们的
嬉戏、 拥抱， 人们的呼吸急促起
来。 多么温馨，庄重的一幕!
好一个龙宫大白鲸！ 好一场
人鲸传奇。我知道，她们一定会给
游客带来不一样的快乐。

春游
■淮阴区开明中学初一（22）班

焦籽杰

世界上是时光跑得最快，同
时也是流逝得最快， 就像我刚刚
去旅游过的西游乐园和龙宫大白
鲸，但美好的记忆永留心底。
早上，学校集合26辆车，将初
一全体师生送到旅游目的地。
第一站是西游文化乐园。 我
们来到了一个开阔的大广场，在
广场中央有一本六人高打开的书
雕像。 页面上刻画了唐僧师徒四
人。 在书的前面还立着一个手提
毛笔， 腰部挺直， 仰望天空的老
人。听导游讲他就是我最喜欢看，
而且看了无数遍的 《西游记》作
者——
—吴承恩。 我的心里顿时产
生了莫名的崇拜感， 感谢他给我
带来欢乐的童年。 而且一直到现
在我都非常喜欢里面的人物孙悟
空，喜欢他降妖除魔，喜欢他一直

坚定不移地保护他的师傅到达西
天取经，最终修成正果。这也告诉
我一个道理，不论面对任何困难，
都要坚持自己的目标， 坚定不移
地向目标前进。 随后我们来到一
座博物馆， 馆内墙上有介绍吴承
恩写《西游记》事迹。 馆内还放有
唐僧师徒四人模型， 还有西游记
里面经典打斗场景的模型， 让我
们重温了经典内容。
离开西游乐园， 我们来到了
龙宫大白鲸欢乐世界， 里面好玩
的项目很多， 可是因为时间的关
系， 我就玩了摇头飞椅、 旋转木
马，让我感受到了刺激和惊险，也
锻炼我的胆量。
吃完午饭， 我们紧接着来到
了极地海洋世界。 里面的海洋生
物多得不得了。 我还看到狼狐嚎

叫、企鹅滑雪、海豚游泳。 最令我
欣赏的就是大白鲸水下表演，有
两个管理员和两只训练有素的可
爱大白鲸在水下表演， 两只白鲸
在管理员的指令下， 完成了一系
列高难度的动作， 也赢得了大家
的掌声。虽然表演只有十几分钟，
但是让我回味无穷，流连忘返。
一天的旅行就这样匆匆结束
了！ 虽然时间很紧， 有好多地方
没有时间玩，但心中快乐无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