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天五夜军旅励志 小男孩炼成男子汉
本报刘公岛军旅励志夏令营第二期活动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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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鹏 实习生 袁满仓

7月25日，本报第二期军旅励

志夏令营圆满画上句号，经过六天

五夜的朝夕相处，7名生活日报小

记者带着满满的收获和美好的回

忆返回济南，回到父母怀抱。与第

一期相比，本期夏令营最大的特

点是，7名成员清一色都是男孩，

年龄在9岁至1 2岁之间，北洋水

师学堂、刘公岛古炮台都留下了

他们的身影，这次活动不仅开阔

了小记者们的视野，也让他们学

会了团结合作，懂得了在互帮互

助中共同前行。

第一次离家远行

20日早上7点多，7名小记者陆

续来到济南火车站集合，其中包

括四个刚满 9岁的小记者，今年

12岁的邱俊清和白金辉作为团队

里的“大哥哥”，主动承担着照顾

5个“小兄弟”的责任。六天五夜

的时间，对于第一次离开父母的

他们来讲，是一次不小的挑战。很

多小记者都是第一次离开家，在

新奇、新鲜过后，孩子们的适应能

力、自理能力以及克服困难的能

力，远比我们预想得要好。

当天下午，抵达威海刘公岛的

营地后，小记者们兴奋地领到自己

的训练服，开始了紧张的开营仪

式、队列训练，让他们体会到了集

体和团队的荣誉感。在接下来的几

天，每天都有新鲜的体验，参观潜

水艇等军事设施、军事CS战术对

抗、走进甲午战争博物馆、海驴岛

游玩、探访山大威海分校，每天的

日程都排得很满，短短几天时间，

小记者们就有了明显变化。

有的小记者之前很少当众讲

过话，但是在教官和同学们的鼓

励下勇敢地抬起了头，虽然磕磕

巴巴但是也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次

演讲；每顿饭的光盘行动，让小记

者们知道了饭菜的来之不易，远

比背《悯农》体悟得更深刻；宿舍

生活，让小记者们收获了更多好

朋友，虽然有过争吵和不快，但是

之后很快就又拧成一股绳，互相

帮忙整理训练服和军帽，提醒对

方别忘了带水杯。在这里，小记者

们学会了包容，也学会了交往，在

夏令营生活中汲取了太多课本中

学不到的力量。

懂得团队的力量

夏令营留给小记者们的，不仅

有队员们之间相处的点滴美好，偶

尔也会有“小插曲”。

小记者们大多在10岁左右，正

是爱玩爱闹的年纪，抵达营地宿舍

后的第一晚，就有两个小记者因

为一件生活琐事吵了起来，但这

个“阴云”在短短几分钟后就消失

了。“我不该那样说你，咱都是从

济南来的，我先跟你道歉。”这句

简单而又诚恳的道歉，顿时化解

了两个小记者之间的不快。同吃

同住同训练，让这群小男子汉很

快就熟悉起来，经过六天五夜的

锻炼，他们快速地蜕变与成长，变

得越来越懂事、包容。

在准备打包行李离开刘公岛

营地的当天，7个小记者们自觉

凑在一起，希望多拍几张合影，

将他们一同住过的宿舍、食堂都

定格住。“六天的体验不仅锻炼

了我们的体魄和胆识，也交了新

朋友，更加体会了团结就是力量

这 个 道 理 。”白 金 辉 表 示 。实 际

上 ，在 过 了 刚 开 始 的 新 鲜 劲 以

后，夏令营第二天，有几个家里

的“小皇帝”就开始想家了。经过

小伙伴们的互相开导，他们逐渐

适应这样的生活，并融入到夏令

营的军旅生活中，也逐渐蜕变成

为名副其实的“小海军”。

成长的印记里有摩擦，有碰

撞，有欢笑，也有泪水，但最终互

帮互助，他们在友谊和成长中共

同前行。

小记者夏令营手记

因为是第一次参

加军事夏令营，我既兴

奋又恐慌。虽然只有短

短的一周，却令我十分

难忘。

我忘不了第一次出早操。到

达刘公岛的第一天，兴奋得半夜

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却感

觉刚刚睡着就被哨声给吵醒了。

我迷迷糊糊地起了床，手忙脚乱

地找东西，连鞋子都没来得及提

就出去站队了。队长让我们自己

互相看看，我这才发现同学们个

个狼狈不堪，有的甚至穿着拖鞋

就出来了！不过，有了第一天的

“狼狈表演”，第二天我们都做足

了功课，提前把鞋子、袜子、衣服

都按顺序摆在床头，早上哨声一

响，我们都迅速穿好衣服站队。

我忘不了第一次站军姿。军

训第一天上午，太阳高照，温度

达到四五十度，教官突然让我们

在烈日下站军姿！站军姿时，感

觉太阳快把我们晒成肉干了，有

的同学甚至差点晕倒。我特别不

耐烦的时候，突然想起了那些军

人叔叔，与他们相比，这点苦算

什么？我就又挺直了腰。

我忘不了第一次观看《一八

九四·甲午大海战》。当时清政府

腐败，把购买武器的钱都花在了

庆祝慈禧太后六十大寿上，导致

日本战胜了我们看似强大的海

军。但海军将士英勇顽强，“致远

号”战斗到最后一刻，弹尽粮绝

后直接撞向敌舰同归于尽，全体

官兵以身殉国。我十分悲愤，发

愤要努力学习，长大后做一个对

社会有用的人。

山师附小 张桂铨

参加夏令营，我收

获颇多：了解了一段悲

壮的历史，收获了珍贵

的友情及浓浓的师生

情谊……

7月20日我们来到刘公岛，开

始了难忘的军旅生活。我们每天

都进行队列练习，虽然偶尔会受

到一些小惩罚，不过这些惩罚能

让我们更好地适应生活环境。我

们也参观了甲午战争纪念馆、水

师学堂等地，随着参观和学习，我

渐渐开始明白“刘公岛不仅仅是

个岛，海图腾不仅仅是个夏令营”

的含义。

转眼间，我们就要分离了。

在这六天五夜中，我们已经熟悉

了彼此，怎么可能想分开呢？分

别的时候，我的心中感慨万千：

既亟不可待地想向爸爸妈妈展

示我独立自理的能力，可又为与

朋友们分别而难过。

这次夏令营改变了我之前

许多坏习惯，也学到很多知识，

我永远不会忘记。

舜玉小学 邱俊清

六点钟的天空已

经明亮，知了隐藏在

树叶下鸣叫着。我怀

着无比激动和兴奋的心情踏上

了开往威海的列车，开始了我的

第一次夏令营之旅。

下午我们到达了营地，教官

先给我们分发了统一的海军服，

当我接过衣服时，我意识到自己

是一名小海军战士了。之后我被

分到海象连，我们去参观了潜水

艇，里面的结构很复杂，它在水

下作战，因续航力很强，又能发

射多种武器，成为海战最有力的

武器之一。

后来几天我们早晨进行军

事练习，站军姿、练军拳、整队

列，还有很多集体活动，让我感

受到作为一名小海军必须有坚

强的意志，团结协作的精神。

甲午海战，让我了解了北洋

军队的惨败，我知道了邓世昌和

丁汝昌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历史，

只有祖国强大了才不会签订不

平等条约，所以我下定决心好好

学习，锻炼身体，长大后为保卫

祖国贡献一份力量。

我最期待的就是真人CS，

我们自己分组来打对抗战，在战

斗中我和小伙伴互相掩护，连连

消灭了几个敌人，心里可高兴

了。 文东小学 王天祺

随着列车缓缓地

驶离济南，我的夏令

营开始了，这可是我

第一次参加夏令营，也是我第一

次一个人出远门，我很紧张。

在这几天里，我们学习了最

基本的站军姿、敬军礼。我们还

举行了古炮台坑道输送炮弹对

抗赛，参观北洋水师学堂、中国

甲午战争博物馆，进行了环岛军

事徒步，自制水雷、痛击日舰和

搜索敌营，还游玩了野生动物

园、小石岛、海驴岛。

这次夏令营令我印象最深

刻的是电影《一八九四·甲午大

海战》。这次海战虽然失败了，但

是邓世昌和致远舰全体将士不

屈不挠的拼搏精神和勇敢事迹，

却永远记在每个人心中。这部电

影通过甲午海战告诉我们，一个

国家要想不被别人侵略，就要自

主、自立、自强，整个民族团结起

来才能打败侵略者。

威海之旅让我开阔了视野，

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皇亭体育小学 白金辉

7月20日，我期待

已久的军事夏令营来

到了，清晨，我和小伙

伴踏上了去威海刘公

岛的征程。

到了刘公岛，我们被带到军

营。教官把我们集合起来，正式

开始训练。每天，我们六点起床

开始晨练：练军姿、跨立、敬礼、

齐步走。看似简单的动作，我们

练了一遍又一遍都没有练好，但

是我们并不灰心。在我们不断努

力下最终敬出了标准的军礼，小

伙伴们都很开心。

除了训练，我们还观看了

电 影《 一 八 九 四·甲 午 大 海

战》。小伙伴们都被那场战争

深深触动，摩拳擦掌、跃跃欲

试，真想回到那个年代打败日

本侵略者。这次夏令营虽然很

辛苦，但是我们得到了锻炼。

文东小学 刘荣一

六天五夜的夏令营结束，小男孩成了“男子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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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营地后的第一天训练。

寻访老街巷 传承民俗文化
生活日报小记者走进济南市民俗艺术馆

□记者 郭春雨

青砖灰瓦间，济南老街巷里藏

了哪些故事？8月2日，济南市十亩

园小学二(2)中队的15名生活日报

小记者寻访济南的老街巷泉城路、

宽厚里和芙蓉街，参观济南市民俗

艺术馆，传承济南的民俗文化，深

入了解济南丰富的历史。

“宽厚里原来叫宽厚所。”在老

师的讲解下，小记者们拿着老照片

沿着宽厚里、泉城路和芙蓉街开始

了探访之旅。小记者们分成了创城

组、环保组和美食组。创城组的队

员负责将路边乱放的摩拜单车摆

放整齐，环保组的队员一边探访老

街巷，一边捡拾街道上的垃圾，美

食组的队员则寻访济南有名的美

食，品尝了油旋的味道。

9点半，小记者们抵达位于泉

城路的济南市民俗艺术馆，参观了

解济南的民俗和老物件。民俗馆里

有木雕、砖雕、石雕、泥塑、剪纸等各

种民俗艺术品，收藏数量已经达到

几万件。济南市民俗艺术馆馆长刘

学斌为小记者们介绍了馆藏及其背

后的故事。他告诉小记者，济南市作

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民俗艺术丰

富多彩，既有章丘龙山黑陶、平阴仿

古青铜器、长清木鱼石雕，也有面

塑、草编、鲁绣、糖画、烙画等。

“这是清朝的木雕。这些雕刻

有莲花和菊花的木雕，放在当时老

济南的二道门的院墙上，用于装

饰。”刘学斌介绍，“雕有大象的木

雕寓意‘吉祥如意’，是放在大门上

的。”随着讲解的深入，每一件看似

寻常的物件里，都藏着缤纷的历

史，小记者们被深深地吸引住了。

“以前听过这些故事，现在才

看到实物，这些知识在课本上是学

不到的。”小记者张益嘉感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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