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小讲解员 咸宁市实验外国语学校 李俊杰

情系博物馆

为期一周的为期一周的““小小讲解员小小讲解员””活动很快活动很快
就结束了就结束了，，我有太多的不舍和喜悦我有太多的不舍和喜悦。。

首先通过面试首先通过面试，，博物馆录取了博物馆录取了6060
名小小讲解员名小小讲解员，，并对我们进行了系统培并对我们进行了系统培
训训。。我们学会了礼仪规范我们学会了礼仪规范，，见识了通山见识了通山
木雕工艺木雕工艺，，还观摩了青砖茶制作过程还观摩了青砖茶制作过程，，并并
品尝了现场制作的奶茶品尝了现场制作的奶茶。。最让我欣喜的最让我欣喜的
是我终于穿上了一直以来都很喜欢的汉是我终于穿上了一直以来都很喜欢的汉
服服。“。“汉服之美谓之华汉服之美谓之华”，”，这次体验让我了这次体验让我了
解了汉服文化解了汉服文化。。更有意义的是社教老师更有意义的是社教老师
还带领我们重走了铁军之路还带领我们重走了铁军之路，，去参观了去参观了
战役遗址战役遗址，，瞻仰了烈士陵园瞻仰了烈士陵园。。通过这次通过这次
活动活动，，我收获了太多课本上学不到的知我收获了太多课本上学不到的知

识识，，也了解了很多的中国历史也了解了很多的中国历史，，我爱上了我爱上了
博物馆博物馆。。虽然我只是一名小小讲解员虽然我只是一名小小讲解员，，
但我有一个远大的梦想但我有一个远大的梦想：：我要为咸宁文我要为咸宁文
物代言物代言，，也要和文物爱好者一起守护也要和文物爱好者一起守护、、传传
承这灿烂的文明承这灿烂的文明。。

参与这次参与这次““小小讲解员小小讲解员””活动活动，，也让也让
我认识到我认识到要成为一名优秀的讲解员要成为一名优秀的讲解员，，要要
不断努力学习各方面知识不断努力学习各方面知识，，要熟知国家要熟知国家
宝藏的历史渊源宝藏的历史渊源，，让参观者们产生强烈让参观者们产生强烈
的探究历史真相的愿望的探究历史真相的愿望。。我们我们6060名小名小
小讲解员就代表了小讲解员就代表了6060件历史文物件历史文物，，我我
们要替这些国宝开口说话们要替这些国宝开口说话，，让世人了解让世人了解
国宝国宝，，让世人了解咸宁让世人了解咸宁。。

这个活动不仅锻炼了我们的语言这个活动不仅锻炼了我们的语言
表达和逻辑思维能力表达和逻辑思维能力，，也提高了我们沟也提高了我们沟
通的能力通的能力。。通过培训通过培训，，我们都能顺利地我们都能顺利地
完成解说展示完成解说展示，，而且还收获了鼓励与肯而且还收获了鼓励与肯
定定，，自信自信和勇敢和勇敢，，最开心的是父母一起最开心的是父母一起
见证了我们的成长见证了我们的成长。。谢谢咸宁市博物谢谢咸宁市博物
馆给了我们一个探索历史文物的平台馆给了我们一个探索历史文物的平台，，
也感谢老师和所有工作人员的辛苦付也感谢老师和所有工作人员的辛苦付
出和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爱出和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爱。。是你们是你们
让我们在这个暑假感觉到了阵阵凉爽让我们在这个暑假感觉到了阵阵凉爽，，
并收获了快乐的时光并收获了快乐的时光。。是你们的敬业是你们的敬业
和爱岗和爱岗，，让我们有了终身难忘的记忆让我们有了终身难忘的记忆，，
我爱你们我爱你们，，我爱咸宁市博物馆我爱咸宁市博物馆！！

这个夏天这个夏天，，我参加了咸宁市博物馆我参加了咸宁市博物馆
举办的举办的““小小讲解员小小讲解员””培训班培训班。。通过六通过六
天的学习和实践天的学习和实践，，我学会了很多我学会了很多：：明白明白
了茶的品种和分类了茶的品种和分类，，汉服的文化和由汉服的文化和由
来来，，以及了解到通山木雕的历史……以及了解到通山木雕的历史……

在这六天的培训中在这六天的培训中，，令我记忆犹令我记忆犹
新的新的是老师带着我们到湖北科技学院是老师带着我们到湖北科技学院
的图书馆里参观鄂南文化展览馆洞茶的图书馆里参观鄂南文化展览馆洞茶
展厅展厅。。映入我们眼帘的全是各式各样映入我们眼帘的全是各式各样，，
大小不一的砖茶大小不一的砖茶，，有的像车轮有的像车轮，，有的像有的像
书本书本，，还有的像古代的官印……同学们还有的像古代的官印……同学们
都兴奋极了都兴奋极了。。 突然我眼前一亮突然我眼前一亮，，看到看到
了一块比我们家电视还大的砖茶了一块比我们家电视还大的砖茶，，上面上面
还有一个大大的还有一个大大的““川川””字字。。正当同学们正当同学们
七嘴八舌讨论的时候七嘴八舌讨论的时候，，老师告诉了我们老师告诉了我们

““川川””字的由来字的由来：：当时制作砖茶的水是当时制作砖茶的水是观观
音泉音泉、、石人泉石人泉、、凉荫泉三股天然泉水凉荫泉三股天然泉水，，
这三股泉水流经茶乡古镇这三股泉水流经茶乡古镇，，成为成为““川川””
字象形字象形。。在信息不发达在信息不发达，，语言不通的语言不通的
年代年代，，不识汉字的蒙古族牧民靠手摸不识汉字的蒙古族牧民靠手摸

这这三道痕迹三道痕迹，，来确认来确认““川字牌川字牌””砖茶砖茶。。老老
师接着告诉我们师接着告诉我们，，自清朝以来自清朝以来，，人们为了人们为了
方便运输和储藏方便运输和储藏，，所以就创造出了砖所以就创造出了砖
茶茶。。我不禁感叹古人的聪明智慧我不禁感叹古人的聪明智慧！！

紧紧接着老师请了两位大学生姐姐接着老师请了两位大学生姐姐
现场给我们泡茶喝现场给我们泡茶喝。。我端起了普洱茶尝我端起了普洱茶尝
了一口了一口，，感觉又苦又涩感觉又苦又涩。。然后我又端起然后我又端起
了我们咸宁的特产—青砖茶了我们咸宁的特产—青砖茶，，还没到嘴还没到嘴
边边，，就闻到了一股糯米的香味就闻到了一股糯米的香味，，入口有点入口有点
苦苦，，但是细细品来又有一丝淡淡的甜味但是细细品来又有一丝淡淡的甜味，，
回味无穷回味无穷。。大姐姐还给我们煮了奶茶大姐姐还给我们煮了奶茶，，
味道像极了加了牛奶的青砖茶味道像极了加了牛奶的青砖茶。。这一天这一天
我们了解到了砖茶的历史我们了解到了砖茶的历史，，也懂得了茶也懂得了茶
的品种分类的品种分类，，真是受益匪浅啊真是受益匪浅啊。。

让我意犹未尽的还有那堂汉服让我意犹未尽的还有那堂汉服
课课。。那那天天，，老师给我们每个人都发了汉老师给我们每个人都发了汉
服服。。线条柔美流畅线条柔美流畅，，摸上去像丝绸的感摸上去像丝绸的感
觉觉，，又舒服又柔软又舒服又柔软。。其中男生汉服的袂其中男生汉服的袂，，
襟和腰带是蓝色的襟和腰带是蓝色的，，女生的则是红色女生的则是红色
的的。。暗绣浮云暗绣浮云，，显得格外的端庄大方显得格外的端庄大方。。

腰带上绣有腰带上绣有““祥云图祥云图”。”。 充分体现了汉充分体现了汉
民族平淡自然民族平淡自然、、含蓄委婉含蓄委婉、、典雅清新的审典雅清新的审
美情趣美情趣。。穿上这套汉服后穿上这套汉服后，，感觉自己回感觉自己回
到了那个年代到了那个年代，，成了一位风度翩翩的公成了一位风度翩翩的公
子子。。上课的时候上课的时候，，老师还教我们怎么样老师还教我们怎么样
去区分中国的汉服去区分中国的汉服，，日本的和服以及韩日本的和服以及韩
国的韩服国的韩服。。还为我们示范了古代人们朋还为我们示范了古代人们朋
友间见面作揖的手势友间见面作揖的手势。。

汉服课结束后汉服课结束后，，老师让我们体验了老师让我们体验了
手工扎染手工扎染。。听完老师的讲解听完老师的讲解，，我自认为我自认为
挺简单的挺简单的，，结果真正染起来才发现其实结果真正染起来才发现其实
并不简单并不简单。。我依次染了红黄橙三种颜我依次染了红黄橙三种颜
色色，，展开一看展开一看，，顿时傻眼了顿时傻眼了，，离我要染得离我要染得
样子差远了样子差远了。。原来看似简单的东西原来看似简单的东西，，其其
实有大学问实有大学问。。不禁对古代劳动人民的不禁对古代劳动人民的
智慧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智慧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这六天的学习让我对咸宁的历史这六天的学习让我对咸宁的历史
文化有了新的理解文化有了新的理解，，也充实了我的暑假也充实了我的暑假
生活生活。。如果你到博物馆来参观如果你到博物馆来参观，，我乐意我乐意
为你讲解咸宁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为你讲解咸宁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

小小讲解员 咸宁市第三小学 刘梁勇

博物馆之夏

小小讲解员 咸安区外国语实验小学 段云天

难忘“小小讲解员”培训

大家看过大家看过《《国家宝藏国家宝藏》》吗吗？？它可不它可不
是游戏是游戏，，而是央视大型文博探索节而是央视大型文博探索节
目目。。节目里的每一件国宝都有自己的节目里的每一件国宝都有自己的
守护人守护人，，撒贝宁守护着云梦睡虎的秦撒贝宁守护着云梦睡虎的秦
简简，，李晨守护着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李晨守护着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
……看过节目以后……看过节目以后，，我对国宝对文物我对国宝对文物
就萌生了浓厚的兴趣就萌生了浓厚的兴趣。。今年暑假今年暑假，，咸咸
宁市博物馆举办第五期宁市博物馆举办第五期““小小讲解员小小讲解员””
公益活动公益活动，，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在为期六天的学习时间里在为期六天的学习时间里，，我们我们
穿越了古今咸宁穿越了古今咸宁，，了解了寝具知识了解了寝具知识，，欣欣
赏了通山木雕赏了通山木雕，，品尝了品尝了““川川””号砖茶号砖茶，，研研
究了汉服文化究了汉服文化，，还重走了铁军之路还重走了铁军之路。。
这些活动内容丰富多彩这些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引人入胜引人入胜，，让让
人流连忘返人流连忘返，，这其中最让我难忘的是这其中最让我难忘的是
床具课和茶艺课床具课和茶艺课。。

床具课上床具课上，，我们先学习了古代床我们先学习了古代床
具的由来与发展具的由来与发展，，了解了床具的特点了解了床具的特点
功能后功能后，，接着就开始手工接着就开始手工DIYDIY，，对月洞对月洞
式模型架子床开始涂胶式模型架子床开始涂胶、、组合与拼组合与拼
装装。。没过多久没过多久，，我就制作好了架子床我就制作好了架子床
模型模型，，它小巧玲珑它小巧玲珑、、别致秀气别致秀气，，我满心我满心
欢喜欢喜，，成就感瞬间爆棚成就感瞬间爆棚。。等小学员们等小学员们

陆续完成模型制作后陆续完成模型制作后，，老师又给我们老师又给我们
带来了橡皮章制作带来了橡皮章制作，，那些形态各异的那些形态各异的
花鸟虫鱼花鸟虫鱼，，需要借助透明的玻璃纸转需要借助透明的玻璃纸转
绘到橡皮章上绘到橡皮章上。。如果希望这些图像鲜如果希望这些图像鲜
活灵动地跃然纸上活灵动地跃然纸上，，那拿雕刻刀的手那拿雕刻刀的手
指可要小心细致一点指可要小心细致一点。。我雕刻的是一我雕刻的是一
把宝剑把宝剑，，不一会儿不一会儿，，充满艺术性的橡皮充满艺术性的橡皮
章便大功告成章便大功告成，，一天的课程便结束在一天的课程便结束在
欢乐的笑声里欢乐的笑声里。。

茶艺课堂设在湖北科技学院里的茶艺课堂设在湖北科技学院里的
鄂南文化展览馆鄂南文化展览馆，，我们在那里参观了我们在那里参观了
制茶的工具及制成的茶砖制茶的工具及制成的茶砖。。在一块圆在一块圆
饼样的茶砖上饼样的茶砖上，，印着大大的一个印着大大的一个““川川””
字字，，关于这个关于这个““川川””字的由来字的由来，，老师介绍老师介绍
了两种说法了两种说法：：一种是产茶的羊楼洞有一种是产茶的羊楼洞有
三股泉水三股泉水，，每条竖杠代表一股泉水每条竖杠代表一股泉水，，故故
曰曰““川川””字号字号；；另一种说法是另一种说法是““川川””字商字商
号的青砖茶品质最好号的青砖茶品质最好，，信誉最佳信誉最佳，，规模规模
也最大也最大，，牧民到市场上购买砖茶时牧民到市场上购买砖茶时，，只只
认认““川川””字商号茶字商号茶，，用手触摸到用手触摸到““三道三道
杠杠””才会毫不犹豫地买下才会毫不犹豫地买下。。参观完后参观完后，，
我们还观看了茶艺师精彩的茶艺表我们还观看了茶艺师精彩的茶艺表
演演。。茶桌上淡雅素朴的美感渐渐渲染茶桌上淡雅素朴的美感渐渐渲染

了整个房间了整个房间，，那杯盏的碰撞仿佛温润那杯盏的碰撞仿佛温润
的玉石落进水里的玉石落进水里，，清脆悦耳清脆悦耳。。茶叶在茶叶在
水中起起伏伏水中起起伏伏，，好像是俏丽的小姑娘好像是俏丽的小姑娘
翩翩起翩翩起舞舞。。茶叶经开水柔和地浸润后茶叶经开水柔和地浸润后，，
那深红的颜色告诉我那深红的颜色告诉我：：茶泡好了茶泡好了。。我们我们
品尝了如红酒般的茶汤品尝了如红酒般的茶汤，，入口稍苦涩入口稍苦涩，，但但
旋即有一种说不清的奇香充满我的口旋即有一种说不清的奇香充满我的口
腔腔，，过一会儿过一会儿，，奇香散尽奇香散尽，，一股甜味冲上一股甜味冲上
喉头喉头。。也许这意味着人生苦尽甘来吧也许这意味着人生苦尽甘来吧。。
茶盏拿起与放下之间茶盏拿起与放下之间，，尽显处事的哲学尽显处事的哲学
与智慧与智慧，，茶道何其博大精深茶道何其博大精深。。

这几天的学习时间虽然短暂这几天的学习时间虽然短暂，，但但
在博物馆三位老师的安排组织下在博物馆三位老师的安排组织下，，使使
我对咸宁我对咸宁特色的物质文化遗产有了多特色的物质文化遗产有了多
方面的了解方面的了解———眼睛看了—眼睛看了、、耳朵听了耳朵听了、、小小
手做了手做了、、嘴巴尝了嘴巴尝了，，穿越了穿越了、、感触了感触了，，愈发愈发
让我对历史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让我对历史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它它
就像是一颗小小的石子就像是一颗小小的石子，，落入了我的心落入了我的心
湖湖，，激起了我不断探索的求知欲激起了我不断探索的求知欲；；它又像它又像
是一颗闪亮的流星是一颗闪亮的流星，，擦亮了被历史风尘擦亮了被历史风尘
掩翳的一片星海掩翳的一片星海。。好吧好吧，，就让我们从就让我们从
这个夏天出发这个夏天出发，，继续在千卷书与万里继续在千卷书与万里
路中漫漫前行路中漫漫前行，，不断求索不断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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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

小小讲解员
博物馆里展风采

““小小讲解员小小讲解员””活动是市博物馆面向全活动是市博物馆面向全
市青少年精心打造的品牌教育活动市青少年精心打造的品牌教育活动，，旨在丰旨在丰
富全市青少年的暑期文化生活富全市青少年的暑期文化生活，，为博物馆培为博物馆培
养一批优秀的小小讲解员队伍养一批优秀的小小讲解员队伍，，同时也为青同时也为青
少年提供了一个展现自我的平台少年提供了一个展现自我的平台。。

为激励为激励““小小讲解员小小讲解员”，”，市博物馆为此次市博物馆为此次
培训设置了培训设置了《《咸博之夏咸博之夏———穿越古今咸宁—穿越古今咸宁》、》、
《《由由““寝寝””入深入深———床榻简史释义—床榻简史释义》《》《吹影镂尘吹影镂尘
———通山木雕赏析—通山木雕赏析》《》《茗茶万里茗茶万里———砖茶工—砖茶工
艺品赏艺品赏》《》《七彩霓裳七彩霓裳———汉服文化精讲—汉服文化精讲》《》《擂擂
鼓鸣金鼓鸣金———重走铁军路线—重走铁军路线》《》《结业典礼结业典礼————
讲解风采展示讲解风采展示》》一系列精彩的课程一系列精彩的课程，，并制定并制定

了完整的评选体系了完整的评选体系，，吸引了来自温泉实验小吸引了来自温泉实验小
学学、、实验外国语学校实验外国语学校、、咸安区实验中小学咸安区实验中小学、、温温
泉中学泉中学、、红旗路中学等十余所学校的近红旗路中学等十余所学校的近100100
名学生报名名学生报名，，其中其中6060人经过面试进入第五期人经过面试进入第五期
小小讲解员培训班小小讲解员培训班，，他们中年龄大的他们中年龄大的1414岁岁，，
最小的最小的66岁岁。。

在一周的培训时间里在一周的培训时间里，，专业老师结合课专业老师结合课
堂授课堂授课、、展厅实践展厅实践、、实地考察实地考察、、手工体验等形手工体验等形
式增强体验性和趣味性式增强体验性和趣味性，，让孩子们亲身体会让孩子们亲身体会
到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到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树立文化自信树立文化自信。。通通
过香城都市报全程跟踪报道过香城都市报全程跟踪报道、、网络评比与展网络评比与展
示示，，记录孩子们在博物馆成长的点滴记录孩子们在博物馆成长的点滴。。

［丰富的培训］

小小讲解员们在一周的时间里通过到小小讲解员们在一周的时间里通过到
博物馆内参观博物馆内参观、、向专业老师请教向专业老师请教、、实地踏访实地踏访、、
网上查阅等方式网上查阅等方式,,结合自己的理解为自己喜结合自己的理解为自己喜
欢的文物欢的文物、、人物人物、、历史遗迹写下了生动的讲历史遗迹写下了生动的讲
解词解词。。在结业典礼的在结业典礼的““我为咸宁文物代言我为咸宁文物代言””
环节环节，，6060名小小讲解员依次登台进行了精彩名小小讲解员依次登台进行了精彩
的讲解展示的讲解展示。。

崇阳铜鼓崇阳铜鼓、、通山木雕通山木雕、、汀泗桥战役汀泗桥战役、、咸宁咸宁
名人名人、、咸宁民俗文化等在小小讲解员们声情咸宁民俗文化等在小小讲解员们声情
并茂的讲解下鲜活展现并茂的讲解下鲜活展现。。他们认真的表情他们认真的表情、、
专业的讲解专业的讲解、、规范的手势规范的手势，，获得了全场热烈获得了全场热烈
的掌声的掌声，，家长们与老师共同见证了孩子们的家长们与老师共同见证了孩子们的
成长和蜕变成长和蜕变。。

小小讲解员杨涛诚小小讲解员杨涛诚、、杨涛瑞的妈妈在家杨涛瑞的妈妈在家

长代表发表感言环节动情地说长代表发表感言环节动情地说：“：“第五期小第五期小
小讲解员培训的时间虽然短暂小讲解员培训的时间虽然短暂，，但让孩子们但让孩子们
增长了见识增长了见识，，锻炼了胆量锻炼了胆量，，收获了友谊收获了友谊，，特别特别
是增强了他们历史责任感和对咸宁本土文是增强了他们历史责任感和对咸宁本土文
化的认同感化的认同感，，培养了对文化遗产和考古科学培养了对文化遗产和考古科学
的浓厚兴趣的浓厚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若干年若干年
后后，，这些孩子中也许就有考古学家这些孩子中也许就有考古学家、、历史学历史学
家家。。这样的活动对孩子影响深远这样的活动对孩子影响深远，，希望这样希望这样
的活动可以继续办下去的活动可以继续办下去。”。”

““今年的培训课最精彩今年的培训课最精彩、、最开心最开心、、最有意最有意
义义，，通过这次活动通过这次活动，，我了解了床的变化我了解了床的变化、、通山木通山木
雕的美丽雕的美丽，，还有好多非遗知识还有好多非遗知识，，咸宁的历史文咸宁的历史文
化真是博大精深啊化真是博大精深啊！！今后我要努力学习今后我要努力学习，，探索探索
更多历史文物的密秘更多历史文物的密秘。”。”小小讲解员江兰说小小讲解员江兰说。。

［满满的收获］

““小小讲解员小小讲解员””活动培养了青少年对历活动培养了青少年对历
史知识和传统文化的兴趣史知识和传统文化的兴趣，，充分展现了我市充分展现了我市
青少年传承和弘扬咸宁优秀地域历史文化青少年传承和弘扬咸宁优秀地域历史文化
的精神风貌的精神风貌，，他们的精彩表现成了这个夏天他们的精彩表现成了这个夏天
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市文新广局副局长市文新广局副局长、、博物馆馆长章化表博物馆馆长章化表
示示，，““今年的小小讲解员活动在原有经验积今年的小小讲解员活动在原有经验积
累上转变思路累上转变思路，，通过与专业机构通过与专业机构、、媒体的合媒体的合
作作，，从活动的内容策划从活动的内容策划、、包装和宣传包装和宣传，，到组织到组织
和推广上都有了全新的创新和提升和推广上都有了全新的创新和提升，，使活动使活动
覆盖面更广覆盖面更广，，知晓度更大知晓度更大，，参与人员更多参与人员更多，，取取
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是很成功的尝试是很成功的尝试。”。”

今后今后，，市博物馆将充分发挥市博物馆将充分发挥““第二课堂第二课堂””
作用作用，，在青少年社会教育方面继续创新形在青少年社会教育方面继续创新形
式式，，积极主动地推出更多内容丰富积极主动地推出更多内容丰富、、形式多形式多
样的社会教育活动样的社会教育活动，，吸引更多青少年走进博吸引更多青少年走进博
物馆物馆、、了解物馆了解物馆，，激发他们的文化自豪感激发他们的文化自豪感，，博博
物馆变得更有活力和吸引力物馆变得更有活力和吸引力。。

在此在此，，我们也感谢所有的小小讲解员我们也感谢所有的小小讲解员，，
感谢你们对咸宁传统历史文化的发掘感谢你们对咸宁传统历史文化的发掘、、学习学习
和推广和推广，，是你们的踊跃参与让我们感受到传是你们的踊跃参与让我们感受到传
承传统文化的魅力和希望所在承传统文化的魅力和希望所在。。这次活动这次活动
虽然结束了虽然结束了，，但是传承咸宁优秀地域历史文但是传承咸宁优秀地域历史文
化的使命永远没有终点化的使命永远没有终点。。

［靓丽的风景］

我是个害羞的小男孩我是个害羞的小男孩，，尤其尤其
是对陌生的环境是对陌生的环境，，喜欢躲在大人喜欢躲在大人
后面不出声后面不出声。。这次暑期市博物这次暑期市博物
馆小小讲解员培训的六天时间馆小小讲解员培训的六天时间
里里，，我经历了以前从未接触过的我经历了以前从未接触过的
许多事情许多事情，，一次次刷新了我的一次次刷新了我的

““第一次第一次”。”。在这一次次在这一次次““第一第一
次次””中中，，我默默对不自信的我说我默默对不自信的我说

““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不要退缩不要退缩，，要勇敢要勇敢”，”，
一次次克服了胆怯一次次克服了胆怯，，突破了自突破了自
我我，，收获了成长收获了成长。。

记得第一个记得第一个““第一次第一次””是参是参
观古代的文物观古代的文物，，我感到非常惊我感到非常惊
讶讶，，因为博物馆里有像石头一样因为博物馆里有像石头一样
的青铜剑的青铜剑、、像砖头一样的砖茶像砖头一样的砖茶
……都是我从前没有见到的稀……都是我从前没有见到的稀
奇古怪的东西奇古怪的东西。。第二个第二个““第一第一
次次””是亲自制作罗汉床和雕刻橡是亲自制作罗汉床和雕刻橡
皮章皮章，，我有满满的成就感我有满满的成就感。。刚开刚开
始罗汉床制作的部分零件坏了始罗汉床制作的部分零件坏了，，
我用胶水粘了半天都没弄好我用胶水粘了半天都没弄好，，有有
些着急起来些着急起来，，还好老师和记者阿还好老师和记者阿
姨过来帮忙姨过来帮忙，，我终于把零件缺失我终于把零件缺失
的罗汉床做成了榻的罗汉床做成了榻。。雕刻印章雕刻印章
的时候的时候，，起先没听懂起先没听懂，，我跟着旁我跟着旁
边的小朋友学着做边的小朋友学着做，，选了个简单选了个简单
的熊掌造型的熊掌造型，，刮刮、、拓拓、、刻刻，，忙得不忙得不
亦乐乎亦乐乎。。

第三个第三个““第一次第一次””是在湖北是在湖北
科技学院里了解砖茶的来历科技学院里了解砖茶的来历，，还还
学会了品茶学会了品茶，，学到了很多茶的知学到了很多茶的知
识识。。第四个第四个““第一次第一次””是穿汉服是穿汉服，，
这真是激动人心的一刻这真是激动人心的一刻。。当漂当漂
亮的汉服穿到我身上的时候亮的汉服穿到我身上的时候，，手手
捧着弟子规捧着弟子规，，感觉自己真的变成感觉自己真的变成
了古代人了古代人。。第五个第五个““第一次第一次””就就
是集体参观汀泗桥是集体参观汀泗桥，，这是我第一这是我第一
次脱离父母走得最远的地方次脱离父母走得最远的地方，，我我
跟着老师参观了纪念馆和战役跟着老师参观了纪念馆和战役
遗址遗址，，瞻仰烈士陵园瞻仰烈士陵园，，知道了汀知道了汀
泗桥战役是国民革命军北伐战泗桥战役是国民革命军北伐战
争的战斗之一争的战斗之一，，国民革命军和吴国民革命军和吴
佩孚部队在这里交战佩孚部队在这里交战。。

第六个第六个““第一次第一次””是走上台讲是走上台讲
解文物解文物，，妈妈早早给我准备了赤壁妈妈早早给我准备了赤壁
弩机的讲解词弩机的讲解词，，我提前一天晚上读我提前一天晚上读
了好久了好久。。我是第九个上台的我是第九个上台的，，看着看着
台下坐满了家长和学生台下坐满了家长和学生，，我脑袋只我脑袋只
冒出了一句话冒出了一句话，“，“弩机是我国古代弩机是我国古代
最早最先进的机械枪最早最先进的机械枪”，”，其它的词其它的词
全部忘记了全部忘记了。。为了不冷场为了不冷场，，我把稿我把稿
子拿出来硬着头皮念子拿出来硬着头皮念。。终于讲解终于讲解
完了完了，，我听到了台下的掌声和老师我听到了台下的掌声和老师
的表扬的表扬，，感到战胜了自己感到战胜了自己。。

博物馆里发生在我身上的博物馆里发生在我身上的
每一个每一个““第一次第一次”，”，都是值得我回都是值得我回
味和珍惜的味和珍惜的。。我把这些经历告我把这些经历告
诉了妈妈诉了妈妈，，并把它们记录下来并把它们记录下来，，
见证我的成长见证我的成长。。同时感谢这六同时感谢这六
天来一直陪伴我身边的老师们天来一直陪伴我身边的老师们，，
是她们的细心和爱心是她们的细心和爱心，，让我收获让我收获
自信自信，，迅速长大迅速长大。。

博物馆
奇妙之行
小小讲解员
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 方泽晨

前言前言：：市博物馆第五期市博物馆第五期““小小讲解员小小讲解员””培训班历时一周培训班历时一周，，于于77月月2929日顺利结束并进行了现场考核日顺利结束并进行了现场考核。。此次培训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此次培训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向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向““小小讲解员小小讲解员””们普及本土历史文化知识们普及本土历史文化知识，，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树立热爱家乡意识树立热爱家乡意识，，受到了受到了““小小讲解员小小讲解员””们们
的欢迎的欢迎，，得到了家长们的肯定得到了家长们的肯定，，社会的好评社会的好评。。在此在此，，我们精选了部分优秀我们精选了部分优秀““小小讲解员小小讲解员””的作文的作文，，倾听他们讲述博物馆的故事……倾听他们讲述博物馆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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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面试、培训、结业典礼现场讲解、
网络投票……8月8日下午16：30，为期一
周的咸宁市博物馆第五期小小讲解员培训
班网络投票环节结束，从结业典礼现场讲
解中脱颖而出的20位优秀小小讲解员经
过网络投票，最终决出“十佳小小讲解员”，
为第五期小小讲解员培训活动划上圆满句
号。他们将优先参加市博物馆小小讲解员
高级培训班，并有机会到市博物馆为前来
参观的社会各界人士提供志愿讲解服务，
充分展示自我，丰富课余生活，更好地传承
咸宁优秀的地域历史文化。

廖一凡 段云天 吴嘉鹏 张亦姳 汪 铄
廖思瑶 江 兰 熊 力 许孜宸 朱婉婷

“十佳小小讲解员”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