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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学

科教新报

衡阳市南岳完小六年级 300 多名同学，他们都是未来的探索者，他们好奇一切未知的世界。在美丽的人间四月天，他们跨越一百多公里，从衡阳来到长沙开展研学之旅。这是梦想之旅，
也是生活之旅；这是科技研学，也是实践之行；他们回望历史，也面向未来。 这是他们的研学旅行故事——
—

加油！ 向未来
—衡阳市南岳完小研学旅行掠影
——

收获与感恩
衡阳市南岳完小六 1 班
将餐桌收拾得干干净净

读书是精神的旅行， 旅行是身体
的阅读。 瞧瞧我们六 1 班在研学旅行
中的收获吧！
4 月 1 日早上 6：30， 伙伴们提着
前一天晚上整理好的行装， 在学校操
场集合。 老师交待好注意事项，我们就
排着队伍有序地上车了。 大家自豪地
告诉爸妈：别担心，我能行！
车上， 随队的教官给我们讲了安
全知识，特别是行车安全，大家牢记在
心。
第一站，我们到达湖南省科技馆。
按捺不住雀跃的心情， 我们来到知识
的海洋。 我们都是未来的探索者，我们
好奇一切未知的世界。 相信我们吧，我
们将创造奇迹！
从科技馆出来， 大家纷纷交流自
己的收获与困惑。
第二站，我们来到长沙市示范性综
合实践基地，等待我们的是应接不 睱 的
科学技术和产品，大家都兴奋不已。
说心里话，一上午也蛮辛苦的。 饭
菜上桌，大家狼吞虎咽，吃个两三碗不
在话下。 这个时候我们可不挑食哦！ 中
餐毕，同伴们团结协作，很快就把餐桌
收拾得干干净净。 爸爸妈妈没想到我
们这么能干吧。
下午第一项活动：科技体验。 有了
上午参观科技馆的基础， 加上教官的
生动讲解，我们听得入了神。 面对新事

物，大家都很好奇，想要一探究竟。 我
们将每个项目都体验了一把。 爽！ 体验
过后，大伙真真切切地体会到：我们的
祖国越来越强大了。 厉害了！ 我的国。
下午第二项活动是参观 3D 打印。 同学
们对这可是慕名已久， 今天既能涨知
识，又能亲自动手操作，心痒痒的。 瞧
瞧我们收获的 3D 打印成果，厉害吧！
第三项活动是真人 CS。 大家对这
游戏向往已久，有点小遗憾的是，由于
参与活动的人数太多， 很多枪支没电
了，伙伴们玩得不过瘾。 没关系，咱们
下次再来好好战一场。
晚餐后， 基地给我们安排了一场
感恩讲座。 从小到大，成长不易。 父母
亲人及老师们为我们付出了那么多，
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感恩呢？ 好多同学
听着情难自抑，不停地抹泪呢。
第二天一早，大家早早起床洗漱，
整理好内务。 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花
—刘少奇故里。 站在刘主席塑
明楼——
像前，我们脱帽三次鞠躬，听着导游姐
姐讲述刘少奇爷爷的一生， 我们不由
从内心感触到， 今天的我们是多么幸
福啊！ 在刘少奇广场上，大家还兴高采
烈地进行了小游戏，玩得不亦乐乎！
两天的时间一晃而过， 但收获与
感恩会铭记在心！ 谢谢陪伴我们的老
师与教官们！

推石磨，磨豆腐

巾帼不让须眉

4 月 1 日， 我们期待的研学旅行终于
到了。 我们背着行囊，带着父母和老师对
我们的不尽叮咛，排着整齐的队伍，登上
大巴，朝着目的地出发了。
研学第一站湖南省科技馆。 科技馆真
大啊， 我们在里面看到了巨大的地球仪、
航天模拟舱，了解了航天员的太空生活情
况……让我们对祖国航天事业的迅猛发
展感到无比震惊和骄傲。
我们在斜房子里体验了很久，老师在里
边呆了一会就受不了，直夸我们身体素质很
强，是未来的航天员呢！
—研学基地。 到这里已
研学第二站——
经是午饭时间了。 我们品尝了食堂师傅们
精心准备的午饭，吃得津津有味。
下午 2 点，我们的第一节课，听消防
员叔叔讲解有关知识，增强了我们的消防

看看我们的 3D 打印成品
在科技馆体验高科技

研学散记
衡阳市南岳完小六 8 班

4 月 1 日这天，天气晴朗，鸟语花香。 我们期盼
已久的研学旅行即将启程。
同学们个个都兴奋不已，拿着行李、站着整齐
的纵队，等候教官的命令。
研学出发！ 一路奔波， 我们抵达研学第一
站——
—湖南省科技馆。
参观完“高大上”的科技馆后，我们乘着旅游
大巴来到“研学基地”准备就餐，教官给我们讲完
就餐纪律与就餐的注意事项后，就让我们去了餐
厅。 哇塞！ 这么多好吃的，这么大一个鸡腿。 我们
忍不住啦，开吃！
下午，教官把我们带到了一片开阔地，听教官
讲解后， 我们才明白是玩真人 CS， 大家都满怀心
事，但都认真地听教官讲比赛规则。
战斗一开始，我们女生就“巾帼不让须眉”，
“打伤”了对方几名男队员，我方也“阵亡”了几
名。 虽然最后我方输了，但这一次游戏让大家感
触很深。
而另一边，一些同学正在饶有兴味地推着石
磨磨豆腐。 她们分工合作，很是快乐。
激战过后，教官把我们带到消防教育馆，教我
们消防知识，赵教官还教了我们如何打自救绳结。
同学们学得津津有味， 原来火灾逃生有这么多自
救的办法。
从消防馆出来， 我们还去生活馆学习了做果
冻，大家分成几个小组，分工合作，玩得不亦乐乎。
第二天，我们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踏上
了新的旅程。 我们来到刘少奇故居，从刘
少奇爷爷的身上学到了不少人生哲理。 我
们在故居的广场前合影留念，大家的心里
满怀敬仰之情。
吃过中餐， 就要结束此次研学之旅
了。 大家心里都恋恋不舍，真希望时间永
远定格在这一刻。

第一次做的菜怎么这么好吃呢

孩子们的张张笑脸如同绽放的春日暖阳，
孩子们的片片笑语如同盛开的春日繁花，
妙，不可言！ 美，不胜收！
学习之旅，实践之行；
成长之旅，梦想之行！
—衡阳市南岳完小副校长文华
——

一片片笑语
这一次研学旅游，大家都很开心，感谢
研学旅行执行团队工作人员的组织、策划。
谢谢湖南日报社全域旅游中心研学部的给
力后勤保障、基地协调，全程保驾护航！ 你
们的精诚合作，克勤克己，全心全意服务的
工作作风， 是我们六年级师生本次研学活
动额外的精神财富收获。 谢谢你们——
—靠
谱的团队！
—衡阳市南岳完小的老师们
——

做果冻了

最好的成长在路上
衡阳市南岳完小六 3 班

意识。
第二节课是开心厨房。 老师首先让我
们辨认一些蔬菜。 我们都答对了，老师直
夸我们了不起。最开心的环节，就是让我们
分组自己做菜了，我们一个个兴奋不已。 手
忙脚乱地做起了准备工作： 洗包菜的洗包
菜，搅鸡蛋的搅鸡蛋，刷锅的刷锅……不
知道是谁打开液化气生起了炉子。 看到锅
子烧红了，我们就放油了，放多少呢？ 就这
么多该够了吧！ 真后悔，平常妈妈炒菜的
时候没学两招。 状况不断，不是盐放多了，
就是菜烧糊了……
自己做的菜，咸了点，糊了点，可为什

么那么好吃呢？ 开心厨房真开心啊！ 哈哈！
第三节课——
—挑战 150 开始了。 老师
先教我们分解动作：洗衣、擦汗、晾衣……
我们班的舞蹈天才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晚饭后， 我们在礼堂接受感恩教育。
我们想了很多很多……
4 月 2 日，我们兴奋了一晚上，一大早
就起来了。 早餐可好吃了。 7 点 40 左右，我
们开始了心仪已久的真人 CS 游戏。 看，我
们像不像真正的战士呢？
随后我们参观了刘少奇爷爷故居，我
们了解了刘爷爷传奇的一生，对刘爷爷产
生了无比敬佩的感情。
最好的成长在路上。 下午我们满载收
获返程。 感谢所有为了我们这次研学旅
行而奔忙的领导、老师、教官及所有工
作人员。 你们辛苦了！ 谢谢你们的陪伴。

衡阳市南岳完小的老师们

湖南日报社全域旅游中心
研学旅行衡阳项目部

电话：0734-8165197
湖湘研学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