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长寄语

教育所要打造的不仅是“博
学之才”，而且是“智慧的探索
者”。学校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
和创造精神，培养学生的责任心
和创新力，为学生一生的发展打
好底色！

——沧县实验学校校长

刘彦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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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县实验学校的小记者们
参观人防馆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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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县实验学校小记者站专版小
记
者

学会保护自己
在自然灾害展区，我们体验

了一回地震来临时的“地动山
摇”。

我们站上地震模拟体验台，
大屏幕上播放着地震时会出现
的各种灾害场景。当然，通过这
段视频，我们也学到了一些遇到
地震时的应急逃生方法。

在遇到自然灾害时，我们要
保持冷静，保护好自己，尽快逃
生。

本报小记者（沧县实验
学校4年级3班）张紫涵

增强防灾意识
通过参观人防馆，我感受到

了我国国防力量的强大，也知道
了只有学习人防知识，才能在灾
害来临时不手忙脚乱。

虽然我们现在生活在和平
年代，但是对人防的了解却不可
忽略。我们要增强防灾意识，学
会保护自己。

本报小记者（沧县实验
学校4年级1班）李政泽

10月 31日，我们沧县实
验学校的部分晚报小记者参
观了沧州人防馆。

在讲解员的引领下，我们
参观了各个展区，了解了许多
人防知识。令我印象最深刻的
是模拟地震体验台和神舟十
一号返回舱模型。

在模拟地震体验台上，我
们身临其境地感受了一回地
震时的地动山摇。那里有一个
大大的屏幕，当大屏幕上开始
播放地震视频的时候，我们所
站的平台便随之开始剧烈地
颤动起来，我们都吓了一跳。

我还有幸登上了神舟十
一号返回舱模型。我和另外一
名小记者一起坐进“返回舱”，

我紧紧地盯着面前的小屏幕。
突然，我感觉身体好像在

往下陷，那感觉仿佛自己真的
飞起来了。透过那个小屏幕，
我看到“窗外”的天空中有许
多各式各样的云，云越来越稀
薄，最后“嗖”的一声，我们

“飞”出了地球，繁星满天……
不知不觉地参观结束了。

在回家的路上，我和妈妈绘声
绘色地讲述了参观时的见闻，
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妈妈
却批评我只顾玩了，没有理解
参观人防馆的真正意义。

我们要感恩伟大的祖国给
予了我们和平安宁的幸福生活，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将来为祖
国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

10月 31日，我们小记者
怀着好奇心来到沧州人防馆
参观、学习。

走进人防馆，首先映入眼
帘的是DF-5洲际导弹模型，
大约有 5米多高。“人民防空
是国之大事，是国家战略，是
长期战略。”大屏幕上的这一
行字格外醒目。

走进展厅，讲解员先为我
们介绍了人防的发展史。我们
了 解 到 ，我 国 的 国 防 部 是
1954年设立的。

接下来，我们走进 6D影

院，观看了一部全景播放的人
防专题影片，这部影片让我感
受到了战争的残酷。

我们是戴着一种特制的眼
镜观看的这部影片，每到有从
高空下落或是冲上云霄的镜头
时，我们的座位就会跟着摇摆
起来，甚至会在座位下方喷出
一些烟雾，我心里很害怕。我们
一定要珍爱和平，远离战争。

我们要好好学习人防知
识，珍惜生命，爱我中华，将来
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建设我
们美丽的祖国。

居安思危，珍惜和平
本报小记者（沧县实验学校4年级3班）刘瑞晗

人防在我心中
本报小记者（沧县实验学校4年级2班）袁笠鈞

10月 31日，我们小记者
参观了沧州人防馆。

我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
早早地来到人防馆门口。等同
学们都到齐了，老师带领我们
走进人防馆。好多同学都和我
一样是第一次来人防馆，所以
看到什么都很好奇，感觉眼睛
都不够用啦。

下面我就给大家介绍两
个我印象深刻的体验吧。

第一个是地震模拟体验
台。讲解员带领我们来到一
个平台上，并告诉我们这里可
以让我们体验到地震时的震
撼。我们面前的一个大屏幕上
播放着一些遇到地震时该干
什么、不该干什么的逃生常
识，介绍得非常详细。

体验开始了，我感觉地在
颤动，双腿感觉麻麻的，紧接

着整个人都晃动起来了，“地
震”好可怕啊！遇到地震，我们
一定要有序撤离，争取宝贵的
逃生时间。

“好了同学们，咱们去下
一个地方放松一下吧！”说完，
讲解员带着我们进入了6D影
院。这就是第二个让我印象深
刻的体验了。

讲解员让我们每个人都
戴上一种特制的眼镜，坐在自
己的位置上，这是要干什么
呢？我心里正想着，椅子就开
始动了起来，就像坐上了过山
车一样。我感觉整个人都跟着
椅子飞了起来，太奇妙了！

参观结束了，我深深地
体会到了我国国防力量的强
大。我想，以后我也会研究出
很多东西，为祖国建设贡献
力量。

眼睛都不够用啦
本报小记者（沧县实验学校4年级3班）杨明瑞

10月 31日，我们参观了
沧州人防馆。

走进人防馆，讲解员阿姨
给我们讲述了人防的发展史
和战争的残酷性。我们还看
到了“辽宁舰”模型和一些先
进的战斗机模型，我不禁感
叹我们国家的武器装备真厉
害。我们国家再也不是那个
任人欺辱、任人宰割的落后
国家了。

在公共安全体验区，我们
学习了如何在公交车上逃生、
乘坐飞机时的注意事项等安
全常识。在讲解员阿姨的带领

下，我们还进行了一场烟雾逃
生演练。

活动最后，我们观看了一
部6D影片《过山车》。影片中的
过山车一会儿钻进一条大蛇的
肚子里，一会儿又钻到恐龙的
骨头里……突然，一只大蜘蛛
又出现在屏幕上，仿佛就在我
们面前，吓得我们大叫起来。

通过这次参观，我感受到
了我国强大的国防力量。作为
一个中国人，我感到无比自
豪。我要为我国的国防力量点
赞，更要为充满智慧的中国人
民点赞。

感受国防力量
本报小记者（沧县实验学校4年级2班）孙铭阳

10月 31日，我们沧县实
验学校的部分晚报小记者怀
着激动的心情来到沧州人防
馆参观、学习。

步入展厅，工作人员带
我们观看了当年日本空军
轰炸重庆时的影像资料，由
于当时防空武器落后，我们
损失惨重，伤亡众多，这让
我明白了落后就要挨打的
道理。

在“前沿武器”展厅，我
们了解了一些我国先进的武
器装备。我印象最深的是“辽
宁舰”模型，还有东风 31A弹
道导弹、隐形战斗机、舰载战
斗机等一系列先进武器的模

型。
在公共安全体验区，我们

还登上公交车模型，学习了当
公交车遇到交通事故时该怎
样逃生。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公交
车上有逃生用的安全锤，紧急
时刻可以用它敲碎玻璃逃生。
公交车的后门上方还有一个
逃生按钮，摁下逃生按钮，公
交车的后门就可以手动拉开
了。

通过了这次参观学习，我
学到了许多人防知识。今后，
我要好好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增长本领，将来为人防建设贡
献力量。

10月 31日，我们学校的
部分晚报小记者分组参观了
沧州人防馆的各个展区。其
中，最令我记忆深刻的是地震
模拟体验台。

走上地震模拟体验台，我
的心里像揣着一只上下乱跳
的小兔子，既紧张又激动。我
紧紧地握住了扶手，生怕自己
摔倒或是头晕。

模拟开始了，大屏幕上播
放着地震来临时的影像，话外
音说：“地震之前，动物们会焦
躁不安……”这时，我们脚下
的模拟体验台也震动了起来。

“地震”开始了，大屏幕上
继续播放着：“当来不及离开

家时，要躲在安全狭小的角落
里……”

工作人员还告诉我们：
“当发生海啸时，要躲到地
势高的地方；发生火灾时，
要用湿布蒙住口鼻，弯腰前
行……”

我们还在烟雾逃生体验
区，进行了一场模拟火灾逃生
演练。仿真的烟雾，红色的警
戒线，让我们仿佛真的置身在
一场火灾中。我们按照工作人
员讲的自救逃生方法，顺利地
跑了出来。

这次小记者活动不仅有
趣，还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安全
知识和防灾技能。

为人防建设贡献力量
本报小记者（沧县实验学校4年级7班）刘倩语

珍爱生命，学会自救
本报小记者（沧县实验学校4年级7班）黄紫嫣

学习人防发展史学习人防发展史

了解我国前沿武器了解我国前沿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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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出售沧州开发区附近土地和厂房
工业用地，有证，土地面积15亩，厂房有车间、办公室、宿舍、门卫，接手就可使用，水电齐

全，独立变压器。地理位置优越，出入方便。价格面议，非诚勿扰。联系电话：178328766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