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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活动
走进涟水农商行

游祖国山河 享精彩暑假
淮海晚报小记者佳作选登（二）
新疆游记

快乐的三日游
淮师一附小

二（13）班

6月30日星期五，天刚刚亮，我
们全家一起出门旅游。 妈妈说这次
是三日游，让我们好好享受假期。
上车后， 我遇见两个好朋友，
一个是徐莱，一个是潘修琪，原来
他们和我一起去旅游啊！ 经过几个
小时车程， 终于到了第一个目的
地——
—烟台水上乐园，我们非常高
兴。 我和潘修琪一起跳进了水里，
不会游泳的徐莱也跟着进了水，但
他只能去玩滑滑梯。 后来，我们一
起去玩了漂流， 还参观了恐龙园，
开心极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坐上了漂亮
的游轮，来到了海驴岛。 那里是中
国的黑尾鸥之乡，岛上有成千上万
只海鸥， 不时地在我们头顶上盘
旋。 我们买了一包鸟食，依次喂给
海鸥吃。 外公还抓了一只小海鸥，

葛晶晶

我们分别和它合照留念，海驴岛真
是漂亮啊！
下午， 我们去沙滩玩沙子、游
泳，我们只有两个游泳圈，三个人
只能轮换着下海，剩下的一个人就
在沙滩上堆城堡。 我还捞了些海
草， 想着带回家和其他的同学、老
师一起分享。
第三天的行程是参观海洋博
物馆，想到这是我们在这的最后一
天了，我们三个好朋友都有一些难
过。 我们先看了海豚、白鲸和海狮
的表演，我还跟海豚亲密接触了一
下，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接着看了
6D电影还有人鱼表演， 潜水员叔
叔太棒了，表演好看极了！
行程结束，我们三个好朋友约
定，明年暑假再一起去旅游。 这次
的旅游真开心、真快乐啊！

师院附小
我的爸爸是名援疆医
生， 去新疆看望爸爸是我向
往已久的事。 刚放暑假，我就
独自背上行囊去了新疆。 在
飞机上欣赏着天空那变幻莫
测的白云，有的好像村庄，有
的像城堡， 有的像飘逸的丝
巾……六个多小时的飞行竟
然一点都不觉得累。 到新疆
后， 第一件让我惊奇的事情
是， 平时妈妈催我睡觉的时

四（1）班

陈一菲

间这里天还没黑， 直到晚上
11点天空才沉寂于黑暗中。
第二天， 我和爸爸便踏上了
探访大美西域之路。
在达瓦昆沙漠， 我第一
次骑着骆驼行走在波澜起伏
的沙海，阳光虽然刺眼，我的
内心却无比兴奋。 途中经过
白沙山，山如其名，片片白沙
盖住整个山体。 山下有个流
沙湖，白沙缓缓流入湖中，明

镜般的湖水映着沙山和蓝天
犹如仙境，令人赞不绝口！
在喀什古城， 我认识了
好多热情的维吾尔族小朋
友， 还学会了跳维吾尔族舞
蹈。 最令我兴奋的是在昆仑
山脚下的草原上追逐羊群。
在和田的玉石展览馆， 看着
琳琅满目的精美玉石， 我的
小贪欲一下子冒了出来，在
一块刻着小鸟图案的吊坠面
前，我一脸期盼地望着爸爸。
从那以后， 我的胸前就多了
一块玉。 不甘心的我们还去
了盛产玉石的玉龙河边，希
望运气好能捡到一块宝玉
哩！ 最后一站我们去了喀纳
斯湖，探寻神秘水怪，虽然没
发现水怪，一路壮丽的雪山、
辽阔的草原、奔腾的河流、茂
密的森林组成的美妙画卷却
深深打动了我。
这就是美丽的新疆，祖
国最西北端的一块圣土。

我是超市小当家
市实小

二（9）班

八月二十三日上午， 晴空万
里，我和爷爷来到水渡口万达广场
里的超市， 参加淮海晚报组织的
“
我是超市小当家”活动。我们进入
二楼的大卖场，晚报老师给我们小
记者签名登记。 换上衣服后，老师
请来美国的英语老师，他看上去年
龄还没我爸爸大，黑黑的脸，一双
明亮的大眼睛注视着我们，这是我
第一次跟外国人面对面，不由有点
紧张。 老师用英语和我们对话，让
我们用英语数数字，那场面非常热
闹而有趣。
我们最后的活动——
—寻找神

黄禹哲

秘人任务由他下达。 我和美国老师
分在一个组， 他有着丰富的经验，
一眼就认出了神秘人，然后拿到了
购物卡。 我和队员们去寻找购物清
单上要买的东西，经过齐心协力的
合作，我们的任务终于完成了！
最让我们高兴的是不但圆满
完成老师交给我们的任务， 而且
拿到了第一名， 老师给我们组的
队员分发了奖品。 这一上午， 我
们虽然忙碌不停， 累得满头大汗，
但也收获满满。 我暗暗说道：以后
一定要学好英语，做一个有文化知
识的人！

夏天的小院
新城实小

二（11）班

赵艺恒

快乐暑假之大连行
淮安小学
暑假已经结束了， 这个
暑假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和
妈妈还有同学一起去大连旅
行。 在去机场的大巴上，我们
认识了一个姐姐， 她上五年
级，我们一起玩得很开心。
大连位于辽东半岛南
端，地处黄渤海之滨，是个美
丽的海滨城市。 我们的第一
站是有“中国半部近代史”之
称的旅顺口， 在那里我们参
观了军港公园和日俄监狱。
我们还欣赏了大型歌舞表演
《印象旅顺》，表演很精彩，给
我留下深刻印象， 提醒我们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我们只
有铭记历史，才能展望未来。
最开心的是到金石滩玩

二（7）班

新城实小

暑期的第一天， 经历了五
个多小时的奔波， 我和妈妈还
有她的同事及女儿到达了兰
州， 这是我们此次旅行的第一
站。
还没有下飞机， 我和妈妈
便透过窗户左顾右盼， 眼前是
一片黄沙， 只有靠近溪水的那
一端有一片绿色。 飞机又低了
一点， 我仿佛闻到了青草的香
味，听到了绵羊的叫唤……
下了飞机，我拉着姐姐的手
一起奔跑在广阔的土地上，呼吸
着清新的空气。 到了宾馆，稍作
片刻休息，我们便前往沙洲的夜
市，品尝地道的“兰州味”。
第二天， 我们去了四大佛
教圣地之一的塔尔寺。 还没有
进入寺庙大门， 我们便被它的
雄伟、壮观惊叹。 当我们进入寺
庙后， 更是被栩栩如生的酥油
花，精巧玲珑的堆绣，巧夺天工
的壁画所吸引。
第三天， 我们来到了茶卡
盐湖，真可谓“水映天，天接地，
人在湖中走，宛如画中游。 ”中
国的茶卡盐湖就像是死海，湖
中黑泥还能美容呢！ 一路走来，
最美的风景非张掖丹霞莫属
了，那里简直就是人间仙境，美
得不像是在地球上。 那连绵起
伏的彩色群山就像是一位位下
凡的仙女，各有各的姿态。 第一
个景区叫睡美人， 一座高山七
彩的颜色， 就像是公主绝美的

—
们还去了大连最高的山——
莲花山。 我们坐托马斯小火
车上山，登上观景台，俯瞰大
连全景。 放眼东南，跨海大桥
清晰可见；目视前方，海滨公
路东西蜿蜒， 一个个海岛像
珍珠般散落在大海之中；海
神娘娘静静地坐落在黄海之
滨，她是大连的守护神。
我们还去了老虎滩海洋
公园，那里的水母很梦幻，那
里的海豚很聪明， 那里的大
白鲸很萌， 那里的海象很灵
活，那里的海狮很活泼。 我最
喜欢大白鲸了。
这真是一次快乐的旅行
啊！ 美丽的大连，希望有机会
再去玩。

好多蔬菜，看起来就像一张正方形
的地图。菜地的一旁还放着一口大
水缸， 水缸冒出了几把绿色的小
伞，仔细一看，原来爷爷在水缸里
种了莲藕，而这小伞正是荷叶。
正在我看得出神的时候，姑
姑、姑父和姐姐回来了， 小院子里
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 我和姐姐
打打闹闹， 非常亲热， 爷爷奶奶
脸上都乐开了花， 和姑姑、 姑父
开心地聊着。 很快， 爷爷张罗着
在院子中间摆上了桌子，给我们倒
好了茶水，大人们喝茶聊天，我和
姐姐做起了游戏，真开心！
这就是我老家夏天的小院。

妈妈的爱
新城实小
妈妈的爱像糖果一样
甜。
每当我还睡眼惺忪时，
妈妈已经在我床边了， 一把
揪起睡梦中的我。 我刚清醒
一点， 裤子就早已经被妈妈
穿好了， 当我完全清醒的时
候，我已经坐在椅子上了。
早餐火腿肠炒饭、 朱古

三（13）班

许国鑫

力牛奶，还有一个馒头，我狼
吞虎咽， 桌上的美味立刻被
一扫而空。 我的脸上露出开
心的笑容，妈妈也笑了。 我知
道，那是妈妈的爱，甜甜的。
妈妈的爱像蛋糕一样
香。
有一次， 妈妈做了一个
非常大的草莓蛋糕， 香气四

溢。 我从房间里出来说：“好
香啊！ ” 妈妈说：“你鼻子真
尖。 ”说完，就用刀切了一块
大的给我， 我开心地吃了起
来。 我知道，那是妈妈的爱，
香香的。
你瞧，这就是我的妈妈，
这就是妈妈的味道——
—甜甜
的、香香的。

涟水县军民小学

六（3）班

殷晨琳

徐闻悦

衣裳，流线型的石体是公主的长
发。 细细一看，石头上还有两条
长长的空隙，那是公主紧闭的大
眼睛。 第二个景区叫八仙拜佛，
需要爬上几层山才能看到这美
景。 虽然只有几层，但我还是累
极了。 可到山顶时，眼前景色让
我惊呆了！八座高耸入云的山川
齐刷刷地排成一队，另一座山却
高傲地挺立在众山之前，接受众
山的膜拜，真是“此景只应天上
有”。除了这些，七彩飞霞等景点
也十分美观，就不多写了。
如果张掖丹霞是最美的，那
么鸣沙山月牙泉便是最有趣的
了，因为我们的交通工具实在是
太萌了！ 它们被称为“沙漠之
舟”，有着长达五厘米的睫毛。它
们就是骆驼！坐在骆驼背上的感
觉可真不错，还很刺激呢。 想想
看，你坐在骆驼背上，它走在一
道高空沙漠中， 下面都是沙，小
骆驼左摇一下，右摇一下，是不
是很好玩呢？
旅程的最后一站是莫高窟，
它承受了几千年的汗水与泪水，
一个石窟，一个世界，一方洞穴，
一段历史。那些色彩斑驳的洞穴
记录了莫高窟几千年的历史，壁
画中有舍己救虎的王子，为鸽弃
身的猎人，楚楚动人的飞天……
莫高窟真是一个美丽的神话。
快乐的旅行结束了，但这些
美景会一直留在我心中，中国的
文化也会被我发扬光大。

今天， 我来到了涟水农商
银行参加讲座， 银行的专业人
员为我们讲解了关于银行金融
方面的知识。
第一， 我们要讲的是金融
机构。 大家都要培养财务管理
意识， 如果银行卡上面有大面
额的财产， 那么少了几十块就
不会被发觉， 因此让一些不法
分子有机可乘。 我们应该怎么
做呢？ 记录银行卡的支出和收
入，交易时候打印凭条。
第二，学习使用银行卡。 什
么是借记卡和信用卡呢？ 下面
我就给大家讲讲。 借记卡就是
让大家先存钱， 之后才能取现
刷卡；而信用卡是可以透支的，
也就是大家口中的先消费后还
账。 信用卡支付日是用来还信
用卡透支金额的。 如果大家到
柜面办理了网上银行业务，足

不出户就可以购物了。 一般大
家 在 微 信 、QQ 等 软 件 上 面 支
付。 但是这也是存在风险的，在
此建议广大市民一定要安全登
录，确认网站是否合法，注意保
护个人信息。
第三，了解理财。 理财被分
为活期理财和定期理财， 大多
数人会使用手机余额宝、微信、
股票、基金来理财，当然高收益
有高风险，大家要注意规避。 理
财有专业的人员为你服务，理
财产品被分为保证收益与非保
证收益。 保证收益是可以购买
的，非保证收益是无法购买的，
那么我们怎么判断它们的区别
呢？ 首先要与银行签约，然后填
写评估表，根据评估表来区分。
第四， 了解新型支付工具。
我们知道的支付方式有现金、刷
卡、微信、qq、支付宝，第三方支

付， 绑定银行卡更加快捷方便，
当然也存在风险，会有许多诈骗
电话。 再次提醒广大市民要保管
好密码， 确认官方网站的安全
性，计算机的安全，提升安全知
识， 不要随便透露个人信息，身
份证号码，保护好个人财产。
第五，个人信息透露方式。
云账户被盗， 黑客袭击等频有
发生， 那么我们如何保护个人
信息呢？ 一是忽略网络上不认
识的人； 二是保证私人电脑的
安全，扫二维码送东西有风险。
总之，天上没有掉馅饼，建议大
家开通银行的短信提醒。
第六，个人信用。 信用跟我
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请广大市
民珍惜自己的信用记录。
听完这个讲座， 我了解了
银行方面的知识， 我相信这个
讲座会使我终生受益。

学会保护个人信息
金城外国语小学
今天我去参加小记者活
动， 跟银行的工作人员学习理
财知识和点钞方法。
我学会了如何支付， 支付
可以用手机、银行卡、现金，在
支付前要保证商家不是骗子。
我还学习了如何保护自己的个
人信息。 保护好个人信息，首先
就要保管好自己的账号、 密码
和网盾，还要认清网站的网址。
银行的工作人员还给我们
讲了一件真人真事。 她在银行

三（2）班

朱薪如

上班时有市民跑到银行说：“我
卡里的钱怎么都不见了？ ”工作
人员说：“您是否进过什么陌生
网站？ ”他说：“有的，在微信上
看到一个免费领黄金的网站，
我就点进去了。 ”工作人员说：
“你的钱就是被那个网站给转
走了。 ”通过这个事，大家懂得
怎样保护好个人信息， 不要随
意打开陌生的网站。
工作人员还教我们怎么点
钞，点钞的姿势要正确，手指要

灵活。 接下来就是我们学习点
钞，对于我来说好难，总感觉手
不听使唤。 经过努力，我们还比
赛了呢！ 工作人员想让我到台
上展示一下， 可我不太会， 所
以没上去。 活动结束后， 我回
到家反复练习， 最终我也学会
了点钞。
今天我学会了很多， 更要
感谢银行的工作人员教了我很
多知识， 也让我懂得了做什么
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学习银行知识
南门小学
周六的上午， 小记者们来
到涟水农商行三楼参加小记者
活动。 先有一位老师教我们银
行知识。 第一，学习使用银行，
了解银行卡。 第二，了解新型的
支付工具和支付方法。 第三，如
何防范支付风险， 不认识的人
不要乱加微信和乱扫二维码。
第四，什么是个人信息，泄露个

一（5）班

郑雨泽

人信息是有危害的， 它会在你
不知情的情况下盗走你的钱。
接着， 工作人员为我们讲
解了点钞的要点。 姿势要正确，
用具放置要适当， 钞票要清理
整齐， 动作要连贯， 钞票要均
匀， 最后钞票要捆紧， 盖章要
清晰。 接着视频里的王楠阿姨
给我们示范点钞， 小记者们看

得聚精会神。 点钞主要在于
手、 眼、 脑的密切配合。 学习
了这些要领之后， 我们就练习
了点钞， 几分钟后， 有几个小
记者开始上台比赛， 老师夸奖
他们都很棒。
就这样， 半天时间里我们
学到了很多银行方面的知识，
真是受益匪浅啊！

最难忘的事
淮阴实小

我的老家在山东的一个小村
庄里， 从小爸爸妈妈就告诉我，它
叫赵马虎村，我一直感觉这个名字
很有意思。爷爷奶奶的小院子就在
这个有意思的村子里。
一进院门，一颗挺拔的大树映
入眼帘，笔直的身板，翠绿的树冠，
像一名威武的士兵，保卫着爷爷的
小院子。爷爷还在大树的两边种了
两株玉米，玉米宝宝头上长着棕黄
色的须毛，就像洋娃娃的头发一样
可爱。一想到很快就要有香喷喷的
玉米吃了，我兴奋极了！
在两株玉米的一旁，有一块正
方形的菜地，爷爷在菜地里面种了

三（6）班

宋梓菡

了。 金石滩的沙子有点粗，石
头有点多，游玩的人也很多。
我们三个好朋友在海浪里跳
跃，我们手拉手追逐海浪。 海
浪来了，一浪比一浪高，我们
尖叫，我们大笑；海浪退回去
了，留下朵朵洁白的浪花。 累
了就坐在沙滩上， 海浪像调
皮的孩子和我们捉迷藏。
我们还坐船去喂海鸥
了，海面波光粼粼，海鸥时而
在天空飞翔， 时而在水面嬉
戏。 我们把面包抛向海鸥，海
鸥们蜂拥而至， 将抛在半空
中的小面包一抢而空。 它们
发出欢快的鸣叫声， 在空中
划下道道优美的弧线。
俗话说“登高望远”，我

了解金融知识

有意义的暑假行

二（11）班

愉快的暑假就要结束了，在
暑假生活中，我有许许多多精彩
和难忘的事情。最难忘的就是我
在这个夏天，报名参加了第十一
届全国青少年跆拳道联盟“皇家
狮王杯”的比赛。
7月28日中午， 天气非常炎
热，妈妈带着我准时到体育馆集
合。我是幼儿男子组二十八公斤
级，被大赛组委会安排到了第三
场。 准备入场时，我的心里特别
紧张，跟妈妈说：“妈妈，能不能
不比了，我有点害怕。”妈妈摸着
我的头说：“别紧张，你就把它当
作平时的训练就好，妈妈相信你

朱梓诚

一定行的！ ”
听了妈妈的话，我的心里才
慢慢放松下来。终于轮到我上场
了， 我的对手是徐州代表队的，
第一场， 我比对手高出两分，惊
险获胜。 第二场，我以19:26的成
绩输给了对手，当时我的心里非
常难过。 不过，虽然我没能赢得
最后的比赛，教练和妈妈还是表
扬了我。 他们都说我表现很棒，
希望我回去努力训练，争取下次
拿个冠军。
这场比赛让我变得更自信，
也让我有了非常大的收获，面对
比赛我终于不再害怕！

今天我学会了点钞
涟水外国语小学
2017年9月9日下午， 我和
奶奶一同来到了涟水农村商业
银 行 ， 参 加 “我 是 点 钞 小 能
手”——
—小记者走进农村商 业
银行活动。 会议室里来了很多
小记者，大家都跃跃欲试，想一
展点钞身手。
活动正式开始， 一位银行
工作阿姨给我们小记者介绍了
有关理财等多方面知识， 我们
每位小记者都聚精会神地听着

二年级

宁治诚

阿姨的讲解， 并且认真把这些
知识点记在采访本上。 培训结
束后， 令人期待的“点钞竞速
赛”就要开始了，我们拿到厚厚
一沓练钞劵， 银行工作人员向
我们示范点钞。 工作人员快速
地点钞， 很快一沓练钞劵就准
确地点完了， 我们看得瞠目结
舌。 自己试了一下，却连正确的
点钞手法都掌握不了。 银行工
作人耐心地帮我们纠正错误的

点钞手法， 同时又教我们点钞
可以采用分组记数法， 把10张
钞票作一组计数。 记数时要默
记，不要念出声，做到脑、眼、手
密切配合，既准又快。 经过银行
工作人员的耐心讲解和纠正，
很快我们的点钞速度变快了。
在这次活动中， 我学到了
很多银行知识， 同时也学会了
点钞手法， 对我来说真是受益
匪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