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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三楼大礼堂内，我们100多名

小记者参加了俱乐部组织的寒

假写作培训———《文贵有情》。

每个人都有感情， 但怎样

才能恰如其分地表达感情，这

就要做足功夫了。 今天这两节

课的培训， 主要教我们如何用

文字、 修辞手法等来表达内心

最真切的感受， 让我们懂得只

有真情才能动人心弦。 不少中

小学生都有过借鉴甚至套用网

上范文的经历， 总认为那些华

丽的语言才是好文章， 却忽略

了内心真正的情感。这次培训，

让我们懂得了每一篇动人的美

文背后肯定都有一颗真诚的

心。 让我们铭记巴金老人的这

句话：“讲真话， 把心交给读

者”。

■小记者 皮倩于 赵莉

指导记者 王卉珍

前几天， 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一家很有品位

的咖啡厅将在长沙开设八到十家店的消息，对

我这个爱喝咖啡的人来说， 这无疑是最振奋人

心的消息了。我每次去其他城市旅游，都要去品

尝一下咖啡……

我在长沙长大，看着岳麓山的郁郁葱茏，听

着湘江水的奔腾不息，闻着臭豆腐的香浓鲜美，

记着毛主席的红色精神， 我熟悉这里的一草一

木、一江一水，并深爱着我的故乡。

当年，我随妈妈到上海生活。每到假期回长

沙的时候， 下车的第一句话必定是“变化真大

啊！”真的，长沙人用自己勤奋的双手在让长沙

更美丽。到现在，我想对那些说长沙是乡下城市

的人说，长沙已经不是所谓的乡下城市了，它已

经加入了很多时尚元素。

首先改变的是长沙人的精神，现在，我的外

公外婆坐公交车，都能有座位，这不是公交车太

空了，而是因为长沙人的素质提高了，让座的大

部分都是年轻人。 他们宁愿让自己的腿站酸一

点， 也要把位置让出来给老年人或需要帮助的

人。

长沙的城市建设，更是惊人。一条条道路拓

宽变美，一座座桥梁凌空飞架，一栋栋高楼拔地

而起。现在的你，可以尽情畅游长沙市，不用担

心“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了。每当夜幕降

临，长沙城便换上绚丽的舞裙，别样风情。五一

大道、芙蓉路、韶山路，一条条马路变成了灯的

海洋、光的世界。

你可以在喜来登尽享自助餐， 可以去步行

街闲逛，也可以去解放西路泡吧，还可以和朋友

漫步于沿江风光带。 如果你实在是不想出去也

可以守在家中， 与家人一起陶醉于湖南卫视的

精彩节目中。

■长沙南雅中学初二(105班)��彭鸣皋

小记者习作

小记者活动

我有一个和我相处了六年多、形影

不离的“死党”———泰泰。

他长得肥嘟嘟的， 脸上红扑扑的，

一身的肌肉。看到他，你就会想起十分

强壮的相扑手。他的头发最特别：一头

黑黑的卷发，外加一根弯弯曲曲的小辫

子，十分帅气。泰泰的性格和古怪的猫

一样，有时热情、机警，有时又神态庄重、

严肃， 有时却弥漫着浓浓的火药味，真

让人捉摸不透。

泰泰对待别人十分热情。就拿我三

年级时脚摔骨折的事说吧：那次我不小

心骨折了，还打了石膏，无法走路，必须

依靠父母扶着去上课。 可星期四那天上电

脑课外班，爸爸有事不能来，老师也抽不出

时间，我只好依靠好朋友了。力大无穷的泰

泰自告奋勇背我去上课， 我看了看电脑教

室所处的三楼，又看了看气喘吁吁的泰泰，

忧心忡忡地说：“算了吧， 我自己能行！”可

他坚决要背我去上课，我也只好照办了。

泰泰有时也很暴躁， 那是由于他心情

很糟糕。有一次，他正为考试的事忧心时，

同学问了他一个问题，他很不耐烦，还送上

一句讥笑的话，差点把同学弄哭了。

我很高兴有这样一个好朋友！

■湖南一师二附小四(2)班 申龙翔

1月23日下午，三羊义工团

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去长沙市寿

星公寓送温暖， 我们三湘华声

小记者也作为小义工参加了这

个活动。

大义工们带去很多灯笼和

“福”字，提前把春节的喜庆带

到寿星公寓。一到现场，我们就

分楼层忙开了，有的挂灯笼，有

的贴“福”字，有的忙着布置会

场……他们分派给我们的任

务， 就是通知老人们前往会场

看我们的慰问演出。 领到任务

后，我们楼上楼下飞蹿开了，一

下子就请来了几十位老人。

下午3时，给老人们准备的

文艺汇演开始了。 小记者李魏

涛和曾楚杰很荣幸地获得了主

持资格。虽说是第一次搭档，但

他们配合完美， 尤其是他们表

演的相声《无事生非》，成为现

场获得掌声最多的节目。 那些

老爷爷和老奶奶们， 看着小记

者们的表演， 脸上也都笑开了

花。

义工们还带去了不少的零

食给老人吃。我们没带东西，但

老人们都说，我们送去的快乐，

是带给他们的最好礼物。

■小记者 李魏涛 曾罗楚杰

胡怡伟 肖馨滢 王雨宣 林好

指导记者 朱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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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摸到海豚的嘴巴啦！” 初次触碰

海豚，小记者邹婕显得特别兴奋。

听说虎年春节前， 长沙海底世界的

日本“海豚兄妹”将登台献艺，现在正在

抓紧时间训练，5名三湘华声小记者1月

25日特地赶到海底世界来“探班”。经海

底世界特许，5名小记者随同驯兽师一道

进入海豚“暂养房”内室，零距离接触“海

豚兄妹”。

见海豚要过3关

在见到“海豚兄妹”之前，小

记者们过了3道“关”，进第一

道门前，先给鞋子消毒；进第

二道门前，每个人穿上鞋套；

进第三道门前， 鞋子

再进行一次消毒。“见

海豚为什么这

么麻烦啊？”小

记者潘靓颖问道。

据饲养员介绍，日本海豚到海底世界

才一个月，目前正处在检疫期，消毒非常

严格。现在，暂养房每天要消毒2次以上，

所有进去的人进去前都要消毒。考虑到海

豚兄妹的安全，小记者们也不能例外。

到了暂养房里边， 小记者们迫切地

想见到海豚，可是它们躲在水里，就是不

出来。“小海豚是不是怕我们？”一旁的小

记者林好问道。

“海豚的记忆很好，教过它的动作，6

年内都记得住。 这两只海豚是从海里打

捞来的野生海豚，人类打捞它的时候，它

记忆深刻，所以很怕人。经过长期的接触

熟悉后，才能与它建立互相信任的关系，

它们还没见过这么多小人， 所以不敢轻

易靠近。”驯兽师肖勇说，没办法，只能安

排小记者们一个一个跟它们见面。

海豚的胃口很好

经过半个小时的训练， 小海豚这才

敢伸出头来用嘴接驯兽师的食。 小记者

邹婕不时也凑上去，摸摸海豚的嘴巴。据肖

勇介绍，海豚兄妹每天都吃冰冻青鱼，一天

要吃8到10公斤。

“海豚为什么能吃这么多呢？” 肖勇回答

说，因为海豚有3个胃，第一个胃可以储存食物，

存在里面的食物随时可以从嘴巴里吐出来；第

二个胃是专门消化用的，能分泌胃酸；第三个

胃最小，主要是吸收食物的营养和排泄粪便。

“‘海豚兄妹’春节将给市民带来精彩的

表演！”肖勇向小记者透露，这两只海

豚是野生的，到世界之窗之前，没有接

受过正规培训，经过驯兽师的训练，

“兄妹俩”能够慢慢跟人接触，还能

表演定位吃食、跳跃、握手等简单的

节目。 现在，“海豚兄妹”每

天上午和下午要训练转呼

啦圈、顶球等节目。

■记者 王文 谢卓婷

实习生 黄坚 姜婷

“海豚兄妹”春节演什么？

本报小记者前期“探班”，带回独家新闻

1月25日，长

沙海底世界，三

湘华声全媒体小

记者邹婕亲密接

触小海豚。

记者 范远志

实习生 林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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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参加

寒假写作培训

小记者到

寿星公寓送“快乐”

我的好友泰泰

长沙·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