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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我们参加了研学活动。虽
然，短短10个小时，我们结束了雏鹰展
翅研学之旅。但我的收获颇丰。

万物皆要用心体会。一次飞机
急救演练、一次模拟飞机操控，一次
飞机简介，就足以回味甚久。辅导员
用麦克风一遍一遍耐心讲解，同学们
一笔一画记下笔记。整个过程十分
有趣，因为这是踏入了解飞机知识大
门的第一步。

讲解员在讲解飞机迫降逃生时，我
们亲身体验在短时间内逃离，减少人员
伤亡的惊险。这是多么伟大的创造啊！
既保护了人们的生命，又避免了家人生
离死别的痛苦。

我们折了号称史上飞得最远的纸

飞机——苏珊号。当我们折成这一架
“载着梦想的飞机”，心里又被种下了一
颗奇妙的种子——以后我也要当科学
家！

忙完了一天的旅程，看完了一天沿
途的风景，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很
多时候，我都一个人平庸无奇地虚度着
光阴，但今天，我心中有了奋发向上的小
种子。这次研学之旅，是我学习生涯中
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它在我心中种下了
想要当科学家的种子。飞机将会载着我
的梦远航！

教师点评：文章贴近生活，语言流
畅 ，表 达 了 小 作 者 的 真 实 感 受 。 研
学之旅还让作者找到了实现梦想的

“路口”。 指导老师阴茜

研学有感
六年级五班 孟阳洋

周六，阳光明媚，在老师的带领下，
我们的研学之旅开始了……

早晨，我们坐上大巴车，唱起了歌，
急速地飞向远方。参观完怀德公园后，
我们来到了阎良雏鹰展翅航空文化科普
基地。进入基地后，我们首先参观的场
馆是金宇航空机库。讲解老师不仅介绍
了中国及世界的航空史，还对飞机部件、
构造进行了专业的讲解。

了解了航空史后，我们来到了场
馆A座。讲解老师教我们折了纸飞机

“苏珊号”。我们跟着老师的步骤，折
出了带有自己名字的小飞机。在沙台
旁，我们观摩了飞机的起飞和降落。
在科技馆中，讲解老师给我们讲了许

多与飞机有关的知识，还看了很多飞
机模型。

同学们兴奋地感叹道：“能亲眼看到
各种型号的真实飞机，这次体验太有趣
了！”航空知识不再只是文字和图片，而
成为触手可及的真实场景。这次的研学
活动让我感到很充实，增长了见识，拓宽
了视野。我在参观的过程中，不仅感受
到了祖国科技的日新月异，还在体验的
过程中感受到我国航空文化的魅力。

航空飞机太神奇了，我要好好学习，
长大了为祖国的航空事业作贡献。

教师点评：小作者能按照游览顺序，
介绍了自己研学的经历，文章语言流畅，
层次较清楚。 指导老师 韩冰

雏鹰展翅
四年级一班 高毓栋

迎着夏阳，我们怀揣着各自的“蓝天
梦”开启了研学之旅。在一路的欢声笑
语中，来到了阎良航空科技馆。“放飞梦
想、航空报国”醒目的标语便映入眼帘，
让人激动而感慨。

参观过程中，同学们了解了世界航
空的发展历史，知道了中国飞机从无到
有、发展至今的历史。同学们也领略了
中国航空发展的风采，从中国第一架飞
机的设计者，到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超
音速喷气式歼击机，从强击机、轰炸机到
运输机、直升机，从我国第一架预警机到
第一架电子干扰机，我看到国家航空业
的迅速崛起。

在阎良航空科技馆，我们坐在飞
机驾驶舱里，当了一回机长，感受飞机

起飞、倾斜、降落的刺激，活动过程中
的体验项目，让我充分领略到了航空
的魅力。

在畅游体验馆里，我们欣赏了飞行
探索者们用心血、生命换来的科技发明
与成果，聆听一个又一个挑战极限的故
事，从中不仅学到了航空知识，更真切地
感受到一种科学探索精神。

从活动中，我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
自己的使命。身为一名学生，我一定要
学好文化知识心怀报国之情，努力成长
为祖国事业的接班人。

教师点评：小作者善于思考、善于观
察，作文语言流畅、用词准确，而且有理
想、有信念让人欣喜。

指导老师 姬亚青

放飞梦想航空报国
五年级一班 燕成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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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良航空城研学有感
七年级六班 任佳悦

6 月 5 日，学校组织参观阎良航空
城。

上午，我们参观的是航空科技馆。
在这里通过声、光、电等形式集中展示了
我国航空发展的历程和飞机设计、制造、
试飞以及飞行原理等知识。通过参与航
空知识问答等互动项目，我们感受到了
我国航空事业的魅力。

同学们还排队登上运7，参观体验坐
飞机的感觉。馆内精彩的展示内容和丰
富的参与体验项目，使我们非常享受这
次航空城研学带来的快乐。美味的午餐
过后，我们来到航空学院，零距离接触
了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近距离地观
看了歼 20、轰 5、运 7-100 等各类飞机。

“能亲眼看到各种型号的真实飞机，这次
体验太有趣了！”同学们兴奋地感叹道。
航空知识不再只是文字和图片，而成为
触手可及的真实场景，让我们过了一把

“航空瘾”。在雏鹰展翅研学体验馆，我
们了解飞机结构，体验飞行原理，感受航
空科学知识与现代 VR 高科技的完美结
合。

同学们在讲解员的指导下，操纵着
飞机，体验飞机的起飞、降落、加油、减
速，在VR教室里体验绕机检查，也担负着
小小“安全员”的责任，在折纸飞机教室，
认真地完成了带有自己名字的小飞机。

在参观中，几乎每一架飞机都有其
动人故事。这次参观虽然只有短短的数
小时，但经过这次参观，我们对我国乃至
世界航空有了更深的了解。也让我明白
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人辛苦
努力的结果。所以，我们要更加努力学
习，为了祖国灿烂的明天而奋斗！

教师点评：从小作者在参观过程中的
所感所悟，而且在心中留下长久的记忆，
让人看到小作者努力的样子。

指导老师 马若雯

筑梦蓝天 放飞梦想
七年级二班 王雯悦

阎良，被誉为“中国航空城”。6月5日，
我们来到阎良一睹中国航空的风采。

我们首先进入的是雏鹰展翅研学体验
馆。老师与同学们通过高参与度的实践，全
面了解飞机结构，体验飞行原理，感受航空
知识与现代 VR 高科技的完美结合。活动
中，我们在老师的指导下，操纵着模拟飞机，
体验飞机的起飞、降落、加油、减速，在VR教
室里体验绕机检查，担负着“安全员”的责
任，在折纸飞机教室，我们认真聆听着老师
的讲解，一步一步完成了带有自己名字的小
飞机。

接下来我们进入了金宇航空飞机展
示馆，更直观地了解飞机的部件和构造形
态。体验飞机逃生滑梯、救生衣的使用。
随后在参观航空科技馆的过程中，我们跟
着讲解员一步步寻觅人类飞行足迹，学习
中国航空和世界航空发展史，了解各类飞
机的用途及型号，探索各种航空飞行的奥
秘。

在讲解员讲解过程中，让我印象深
刻的是“冯如一号”，这是中国人自行设
计、研制、生产的第一架飞机。据讲解员
讲解，是莱特兄弟的发明和成功,启发了
冯如，他敏锐地意识到飞机在军事上的
重要作用。发誓：“苟无成，毋宁死”。冯
如成功地研制出了飞机，他为中华振兴
作出了贡献。

我们要学习冯如刻苦好学的精神，也期
盼自己的蓝天梦想早日实现。我相信，终有
一天，我和同学们也可以筑梦蓝天，放飞自
己的梦想！

教师点评：小作者在文中表达了自己渴望
筑梦蓝天的远大理想，让人看到的既是他们对
未来的信心，也是对美好未来的热切希望 。

指导老师 张昕

我的研学之旅
七年级二班 王艺翔

6月5日，真是特别的一天。在阎良雏
鹰展翅航空文化科普研学基地，我们度过愉
快的一天。

到达目的地，我们兴冲冲地下车。同学
们在讲解员叔叔的带领下，依次参观了零部
件科普展览馆、航空科技馆、飞机展览馆、航
空学院等。其中，我最喜欢的是航空科技馆
和航空学院。

科技馆的外形独特，像一架展翅欲飞的
飞机，也体现了祖国航空事业展翅腾飞的蓬
勃生机。在这里通过VR技术，我们详细了
解了飞机的构造，充分感受到了飞机的独特
魅力。我们还体验了飞机的逃生滑梯和安
全有序撤离的全过程，真是有惊险有刺激。

馆内其他精彩的展示和丰富的体验项
目，不但令人大开眼界，也让我们学到了不
少航空航天知识，让我们感受到了国家在航
天领域的独特魅力。

午餐后，我们还前往航空学院，在那里，
我们了解到许多平常接触不到的航空知识，
也了解到了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历程。

这次研学，我认识了许多飞机，有直升
机、旋翼机等，使我大开眼界，令人流连忘
返，赞叹不已。这次科普体验旅程，让我们
增长了见识，陶冶了情操。让我欣喜不已的
是，因为在我们成长的路上，没有什么比精
神成长更重要。

太阳西沉，我们的大巴车回到了学校。
然而，我们的心好像留在那些飞机上。夕阳
洒满归路，我想，明天定会是个晴空万里的
好天气！

教师点评：记事清晰流畅，生动优美的
写景语言中，让人备觉享受。小作者渴望蓝
天，定能绽放出圆梦的花朵！

指导老师张昕

梦想在蓝天绽放
七年级一班 石钰鑫

6 月 5 日一大早，我们期待的研学旅行
启动。清晨七时多，同学们已经迎着朝阳踏
上了这趟新奇旅程。

乘着大巴，我们很快就到达阎良航空科
技馆。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飞机、战斗机让人
眼花缭乱。有趣的远不止这些飞机，还有中
国飞机制造的发展史。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现场讲解员的介绍，
他告诉我们，飞机的五大组成部分：机身、起
落架、动力装置、机翼、尾翼。其中的知识真
是丰富多彩，让人神往。

最令我惊喜的是看到了祖国航空事
业的迅猛发展，短短几十年间，一代又一
代承载着强国之梦的重器驰骋蓝天。诚
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我真的
为祖国而自豪。

在航空科技馆大厅里，陈列着好多飞机
模型，我们观看了飞机由起飞到降落的整个
过程，还亲自体验了驾驶飞机，这真是令人
难忘的体验！

下午旅途结束时，同学们恋恋不舍，临
上大巴前，还要回头再看一眼。车快要到学
校时，我们的交流讨论还热火朝天。

回到家，躺在床上，闭上眼睛我回想着
今天的所见所闻。这次研学不仅让我收获
了快乐，还让我了解了许多航空科普知识，
我为祖国的强大与航空技术的发展而感到
骄傲，也期待下一次研学，期待自己的蓝天
梦想早日实现！

教师点评：学生从研学的所见所想出
发，真情实感地表达了对祖国发展历程的欣
喜之情，文从字顺，表达清晰流畅，值得肯
定。

指导老师 张昕

6月5日一大早，我们兴致勃勃地乘
车来到阎良航空城旅行研学。这里宽阔
的机场停机坪，飞行试验的各种型号飞
机，现代化的测试大厅，让同学们赞叹不
已。这里真是飞机的海洋，各种各样的
飞机让人眼花缭乱。

上午，同学们在雏鹰展翅体验馆，了
解飞机的结构，学习飞机的原理，感受航
空科学知识与现代高科技的完美结合。
然后，在折纸教室，同学们跟着讲解员学
习折着自己心中的那架飞机。

在金宇航空飞机展示馆中，同学和
老师们近距离观察和触摸并乘坐了各式
各样的飞机。直观地了解飞机的部件和
构造。我们还学习了如何使用逃生滑梯
紧急撤离，同学们还排队参观体验坐直

升飞机的感觉。馆内精彩的展示与体验
项目，使同学们在学习中感受航空带给
我们的快乐。

午餐后，我们去了VR教室，在那里
有高科技的3D系统，让我们大开眼界，
更形象地了解我国飞机研发并试飞的很
多历程。

这次活动我非常开心，既开阔了
视野，也增长了见识。坐在返程大巴
上，我暗自下决心，一定好好学习，将
来当个科学家，放飞我的航空梦想，报
效祖国。

教师点评：作者写出了自己的一次
在阎良飞机城的旅行。观察仔细，用词
准确，语言流畅，叙事完整，感情到位。

指导老师 赵明悦

难忘的一天
六年级三班 刘梦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