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湖南人，当我在文博会上看到醒
目的湖南展馆展牌时，马上飞奔了过去。

要说湖南展馆里面， 那更不得了了。
里面有个会说话的机器人小 Q， 我问他：
“你几岁了？ ”他回答我：“四岁。 ”咦，机器
人怎么可能是四岁呢？ 我开玩笑说：“你不
是四岁，你是 101 岁。 ”你猜猜他怎么回
答， 他生气地对我说：“我才没有那么老，
我就是四岁，姐姐你不要开玩笑了。 ”我心
想：现在的科技真发达，等我老了，这世界
一定会大变样。

离开湖南展馆，我听到了热情洋溢的
歌声，循声望去，看到了美丽的姑娘在载
歌载舞———这是广西展馆。 这个展馆首先

映入我眼帘的是挂在墙上的银饰项圈。 在
课本上， 我学到了广西是壮族自治区，可
是壮族服饰没有银饰呀。 身为小记者，我

“现学现卖” 地采访了工作人员：“广西壮
族自治区怎么会有苗族银饰？ ”工作人员
笑着告诉我：“广西以壮族为主， 与汉族、
苗族和谐共处在美丽的广西。 这些银饰是
广西的苗族银饰的缩影，这是广西人聪明
才智的结晶。 ”豁然开朗的我，真想去戴一
戴银饰，感受那灵动之美。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这次我向往
已久的文化之旅，让我知道，在人生路途
中， 还有很多知识宝藏等着我们去发现，
去探索，去弘扬。

一天，妈妈对我说：“一个好消息和一
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 ”“先说好消息
吧。 ”“好消息是你可以去参加深圳文博
会， 去当小记者。 坏消息是你必须自己
去。 ”这算什么坏消息，这明明是两个好消
息———我终于可以离开妈妈的视线，自己
独立啦!
� �期盼已久的日子到了，我们到达了文

博会现场。 在文博会上，我看见了许多站

着不动的“叔叔阿姨”。我不解地问大记者：
“他们为什么不动呢？ ”她笑着对我说：“那
是蜡像。蜡像被称为‘立体摄影’，它塑造的
人物往往栩栩如生。”我这才明白，原来“他
们”不是在发呆啊。

这一次研学旅行， 我学习到了双重知
识，既体验到了科学技术的奇妙，又感受到
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我希望下次还能
参加这样的活动。

科技和文化的双重体验
衡阳市常宁夏联完小五年级（3）班 夏欣怡

向往的文化之旅
衡阳市南岳完小五（6）班 李怡萱

记 者 大 视 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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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0日，我校派出了老师和
学生（研学小记者）代表走进深圳
文博会，意在开阔视野、开拓思维。
一走进文博会现场，大家都为之震
撼，不由得感叹：大中国，博大精
深！

湖南展馆参观的人络绎不绝。
在这里，小记者咨询了参展的湘西
蜡染、侗家陶艺与茶艺；饶有兴趣
地和展馆的机器人互动；向来宾分
享湖南学生期刊《放学后》的亮点；
介绍自己参加研学旅行的心得；采
访来宾对湖南展厅的观展感受。

山西展馆的拓印年画吸引了
不少人，小记者更是驻足不离。 在
参展方的指导下，小记者们亲自拓
了自己喜爱的年画。透过他们的笑
容，我深感传统工艺蕴含的才智是
有足够魅力吸引学子的，我们的研
学必须渗透、重拾民间非物质文化。

悠长的蒙古长调把我们引到蒙古展厅，
小记者看到画家在一张黄牛皮上作画， 无比
崇拜， 轻声细问：“叔叔， 在牛皮上作画很难
吧？ ”“和纸上作画有区别，要弄清动物皮毛的
纹理，还要把握好皮毛不同地方的光泽度，熟
知这些，然后采取相应的技法就不难啦！ ”小
记者懂得了：画无定法，法在务实，道在变通。

我们的小记者是展厅靓丽的风景， 所有
的展馆只有湖南展馆有“大、小记者牵手”采
访。 小记者善于思考、勇于提问的特质深受其
他省级展馆与来宾的欢迎。

本次文博研学归来， 我们老师代表也有
了更开阔、更深层、更高度的小学研学体系方
向： 多给学生实践、提问、探究平台与机会，
培育核心素养、多元型社会人。

文化和研学融合的旅程， 脚步必定铿锵。 第十四届中国
（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于 5 月 10 日至 14 日在深圳
会展中心隆重举行。 湖南省参展主题为 “创新开放， 融合发
展”，重点展示湖南在文化创新、“文化 +”和文化对外开放等
方面的新成就。 今年采取了“1+2”的参展模式，即 1 个综合
馆、2 个专题馆(动漫游戏馆、长沙馆)。

本届文博会湖南参展团有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等在内的我省七大省管国有文化
企业和省旅发委及部分非遗文创企业集体亮相。

文博会现场， 来自湖南日报社全域旅游研学旅行团的 6
名小记者格外夺人眼球。“场馆真大，逛完要好几天呢！”“文博
会的展品太有文化底蕴了， 我回家要和好朋友说一说我的见
闻。”“诗和远方终于在一起了!”6 名小记者全部都是第一次来

参加文博会，他们兴奋地拖着小伙伴们穿梭在各个场馆中。
当小记者们来到湖南馆时， 目光立刻被湖南文创创意有

限公司与湖南省博物馆联合开发的“铜趣大冒险”系列文创产
品吸引住了。“这和我在外面买的魔方不一样。”一名小记者一
边拿着印着青铜器主题动漫的魔方玩， 一边把自己的新发现
告诉一旁的大记者。

在文博会期间，小记者除了参观文博会、在大记者的带领
下现场采访工作人员和参观人员以外， 还游览了莲花山公
园———瞻仰邓小平铜像、探访深圳历史博物馆。随行的衡阳市
南岳完小政教处主任李平向记者介绍，“孩子们参加文博会，
能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渊博， 同时也领略到了现代文化的
高科技，既给了孩子们民族文化的自豪，又让他们有了利用高
科技去改变生活、改造世界的信心。 ”

《科教新报》大记者的“大手”拉着我们小记
者的“小手”去深圳文博会研学了。

文博会上有很多省、市的展厅，有江西展馆、
湖北展馆、 重庆展馆……在大记者的指导下，我
现场采访了很多参观者。

“叔叔，你为什么来文博会啊？ ”
“我是商人，我来寻找商机。 ”
“你知道为何举办文博会吗？ 它办得好吗？ ”
“是为了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这是文化自

信的表现。 它当然办得好啦，你觉得呢？ ”
没有想到接受采访的叔叔会反问我问题，我

不假思索地回答：“很好。”不等叔叔再说话，我快
速地溜走了———因为我怕他问我不懂的问题。

那么多展馆中，我最喜欢湖南展馆、西藏展
馆和深圳展馆。 湖南展馆的机器人小 Q 非常热
情，一下跟这个人打招呼，一下跟那个人打招呼。
虽然他看上去傻傻的，但在与他的对话中，我发
现他聪明极了。

“你看上去傻傻的。 ”
“我才不傻，我非常有礼貌。 我什么都懂，不

信你问我。 ”
“蒲公英为什么那么苦？ ”

“蒲公英本身就是苦的，人吃完之后会泛苦
味。蒲公英有祛火的功效，能治疗上呼吸道感染，
清热解毒。 ”

哇！ 我被他打败了！ 这个机器人太厉害了。
在西藏展馆门口，我闻到了茶香。 我在茶艺

展台上选了一杯茶，品尝了一口，入口清香，回味
甘甜。 随即，我对茶艺姐姐进行了采访。

“这是什么茶，好喝吗？ ”
“这是西藏的白茶。它汤色黄绿清澈，滋味清

淡回甘。 ”
“能介绍一下茶文化吗？ ”
“中国茶文化有 4000 多年的历史，文化底蕴

深厚，有喝茶文化、泡茶文化、茶具文化，还有很
多写茶的诗。 茶文化可多了， 三天三夜也说不
完。 ”

最漂亮的展馆是深圳的工艺美术展馆。这里
有很多油画和雕塑。 我不懂美术，而且之前准备
的采访提问都问完了， 所以感觉采访越来越难，
越来越累……做记者真不容易啊。中国的文化博
大精深，想当好小记者，做好采访工作，我需要懂
得更多的文化。“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智则中国
智。 ”我必须更加努力地学习。

“诗和远方” 连珠合璧

大手拉小手 共赴深圳文博会
本报记者 王燕 实习生 彭维乐 凌翰蔚

小记者行走文博会
衡阳市南岳完小四年级（5）班 蒋雨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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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①小记者为有趣的“铜趣大冒
险”系列产品驻足。

②在山西展馆，小记者一边采访
工作人员，一边学习拓印年画。

③小记者开心地与新湖南“代言
人”小 Q 聊天。

② ③

▲小记者交流采访心得。

▲小记者在大记者的指导下，认真准备采访提纲。

▲小记者踏出勇敢的一步，采访参观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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