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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们来到沧州公交
集团运营四公司参观，收获真
是不少。

在学校列队时，老师给了
我一项任务——举校旗。我心
里很高兴，因为我要亲手举起
我们新世纪小学的校旗，这是
一件多么光荣的事。

来到目的地，为了呈现我
们新世纪小学的良好形象，我
一直站直身子举着校旗。虽然
我的胳膊都酸了，但我不能松
懈，因为校旗代表着学校的形
象。这时，我听到一位叔叔说：

“这小伙子真精神！”我听了心
里好高兴，像吃了蜜一样甜。

车长叔叔问道：“同学们，
有谁知道公交车上的应急开

关怎么使用吗？”我提前看了
开关上的使用说明，于是马上
举手回答说：“先把上面的盖
子打开，然后转动开关就可以
啦。”车长叔叔微笑着夸赞我
是个善于观察的好孩子。

车长叔叔告诉我们，每一
辆车都有盲区，公交车也不例
外。他让几名同学站到公交车
外的盲区处，然后让我们坐到
驾驶位上。我往外一看，哎呀，
真的看不到盲区里的同学！我
心想以后一定要注意避开那
些盲区。

遵守交通规则，才会拥有
最美好的明天。让我们一起心
系安全，珍惜宝贵的生命吧！

（指导老师：于红云）

近日，我们新世纪小学的
晚报小记者来到了一个新奇
的地方——沧州公交集团运
营四公司。

一位车长叔叔带我们来
到了安全教育室。一进门，我就
对这里充满了好奇——房子的
正中央摆放着一个很大的沙盘
模型，可以利用它来模拟一些
交通事故。我回头一看，发现墙
上还有许多生活中经常出现的
交通安全标志。

车长叔叔用问答的形式
教我们辨别这些交通安全标
志。在抢答过程中，我们把所
有的问题都答对了，受到了叔
叔的表扬。我心里美滋滋的。

接下来，我们又去了另一
个房间。这里摆放着许多锦旗
与 奖 状 ，同 学 们 都 惊 呼“ 厉

害”。桌上摆放着一摞厚厚的
宣纸，打开一看，上面是工工
整整的毛笔字，简直就像毛笔
字帖一样。原来这些都是车长
叔叔们利用业余时间练的，真
是厉害。

最后，我们一起登上了公
交车，车长叔叔为我们讲解了
应急安全锤的使用方法，并告
诉我们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该
如何逃生。同学们都仔细地听
着，用心地记着。

这次参观的收获还真不
少，我不仅知道了公交车发生
事故时应该怎样应对，还认识
了许多交通安全标志。我会把
这些知识牢牢地记在心里，感
谢车长叔叔给我们上了一堂
特殊的安全教育课。

（指导老师：史若桢）

交通安全记心间
本报小记者（新世纪小学5年级2班）白明生

一堂特殊的安全教育课
本报小记者（新世纪小学5年级1班）缴一诺

——运河区新世纪小学校长

“尚德修身 美善立人”是
我校全新的办学理念，意在以
美引善，寓美于德，让学生在
向善向美中，陶冶身心，涵养
德性。学校以“知善、行善、扬
善”为核心，开展丰富多彩的
活动，在孩子心中播下“美善”
的种子，为他们的道德成长打
下良好的基础。

校长寄语

冯媛媛

我崇拜他们
我最崇拜的就是公交司

机。他们身穿制服，手握方向
盘，将乘客安全送到目的地，
好不威风！

近日，我终于有机会和
公交司机叔叔近距离接触，
心中无比激动。

司机叔叔教我们认识了
一些交通安全标志，还给我
们讲解了很多交通安全知
识。叔叔的讲解生动而详细，
我们表示一定会遵守交通规
则，注意出行安全。

最后，我们还看到了叔叔
们获得的奖状。我想，那一定
是叔叔们努力工作得来的。我
也要向叔叔们学习，不断努
力，为自己的人生赢得荣誉。

本报小记者（新世纪
小学5年级3班） 付烨玮

消防知识知多少
如果家中发生火灾该怎么

办？首先我们要拨打 119 火警
电话，然后观察火势大小。如果
火势较小，我们要第一时间把
毛巾打湿，捂住口鼻，弯腰逃出
火场。如果火势较大，我们要选
择一个相对安全的房间去等待
消防员的到来。

如果公交车起火该怎么
办？在公交车内有一个安全逃
生阀，如果公交车遇险或发生
火灾，我们可以打开逃生阀，
顺利逃生。如果门打不开，我
们可以用车窗旁的安全锤敲
打玻璃的四角，快速逃生。

生命重于泰山，请时刻把
安全牢记心间。

本报小记者（新世纪
小学5年级1班）白云浩

多理解他们
本报小记者（新世纪小学5年级3班）郎思妤

秋风送爽，阳光明媚，我们
小记者一起参观了沧州公交集
团运营四公司。通过短短两个
小时的参观，我对公交车、公交
司机，以及交通安全又有了新
的认识，真是受益匪浅。

我们刚一下车，一个整齐
干净的停车场便映入眼帘，一
辆辆干净的公交车有序地停放
在那里。公交公司的叔叔阿姨
们热情地欢迎了我们。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公交司机向我们展示了他们的
专业技能，动作娴熟帅气，令人
惊叹。

接着，一位叔叔带我们参
观了这里的安全教育室，教我
们认识这些交通安全标志。我
们还一起走进了维保车间，了
解了公交车的内部构造，还知

道了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如何启
动应急开关。

此外，我们还了解了公交
盲区的安全隐患，至今我想起
来都觉得害怕。通过叔叔的一
番讲解，我深深地意识到交通
安全必须要牢记心间。

为了感谢公交公司的叔叔
阿姨们，我们也带来了准备好
的礼物——歌曲《最美的光》、
三句半《交通安全记心间》，以
及我们亲手制作的卡片，向他
们表达一份小小的敬意。

这次参观不仅给我留下了
美好的回忆，还增强了我的安
全意识。我要告诉身边的家人
和朋友要注意交通安全，多多
理解和配合公交司机们的工
作。

（指导老师：李莹）

参观沙盘模型参观沙盘模型

城市中的英雄
本报小记者（新世纪小学5年级1班）张雅迪

近日，老师带领着我们小
记者去沧州公交集团运营四公
司参观。

我们为叔叔们带来了精彩
的节目：歌曲《最美的光》赞扬了
公交司机们的认真负责，他们走
遍了沧州的每一个角落，为人们
带来了交通上的便利。三句半

《交通安全记心间》言简意赅地
告诉了我们交通安全的重要性。

表演结束后，我们随白叔
叔参观了安全教育室。室内有
一个大桌子，桌子上有一个沙
盘模型，里面医院、幼儿园、商
场等一应俱全，其中最显眼的

是一辆公交车模型。白叔叔笑
着解释道：“这个沙盘模拟了公
交车行驶时的情景。”他还告诉
我们公交车在行驶中要注意的
一些问题。

白叔叔还给我们讲了公交
车盲区，告诉我们要避开这些
盲区，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公交车给我们的出行带来
了便利。无论严寒酷暑，为了乘
客的安全，公交司机们每天都
在认真地工作着，行驶在沧州
的每一条街道上，他们是城市
中的英雄。

（指导老师：史若桢）

城市靓丽的风景线
本报小记者（新世纪小学5年级1班）姚欣怡

公交车是城市中一道靓丽
的风景线。近日，我们乘坐公交
车去参观沧州公交集团运营四
公司。

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车
长叔叔为我们讲解了公交司机
的日常工作，并详细地介绍了
文明乘车的注意事项，还介绍
了安全锤的使用方法。

“下车啦！”我们按捺不住
激动的心情排着队下了车。停
车场上那一辆辆公交车就好像
即将出征的战士，吸引了我们
的目光。我们排好了队，等待参
观。

在车长叔叔的带领下，我

们边听边看。他为我们讲解了
一些交通安全标志，比如前方
学校、前方村庄、禁止超车等
等。叔叔还给我们讲了遇到意
外时的一些逃生小技巧。

我们近距离地感受到了公
交司机们的辛苦，他们起早贪
黑，披星戴月，无论严寒还是酷
暑，都坚持为人民服务着，为这
座城市服务着。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活
动结束了，我们依依不舍地离
开了这里。这次参观给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也让我懂得了
许多安全知识，真是不虚此行。

（指导老师：马妍）

做文明乘客
本报小记者（新世纪小学5年级1班）刘莎莎

近日，我们乘坐公交车来
到了沧州公交集团运营四公
司，参加安全实践活动。

我们刚一下车，就看到公
交公司的叔叔阿姨们用热烈的
掌声欢迎我们，我的心里无比
激动。

活动开始了，我校 6 年级
小记者为公交公司的叔叔阿姨
们表演了节目，其中最有趣的
是三句半《交通安全记心间》。
它用通俗幽默的语言告诉我们
交通安全的重要性。为了表达
心意，我们还把精心制作的祝
福卡送给了车长叔叔们。

接下来，我们跟随车长叔
叔开启了这次安全之旅。在安

全教育室，我们认识了许多交
通安全标志。车长叔叔耐心地
为我们讲解了公交车车前、车
后、车轮旁等盲区。我们一定要
远离公交车盲区。

接着，车长叔叔带我们来
到了荣誉室。这是一个放满荣
誉证书和锦旗的房间，充满了
温暖——因为每一张证书、每
一面锦旗背后都有一个感人的
故事。

最后，我们小记者在红布
上写下了自己的真实感受。我
也认真地写下：做一名文明乘
客。因为文明关系你我他，希望
我们的城市处处开满文明花。

（指导老师：于红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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