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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向向党党
强国强国有我有我

7 月 12 日至 14 日，宁波市关工委、
市关心下一代基金会、市教育局关工委
联合宁波晚报（现代金报）举办了“童心
向党 强国有我”特战荣耀小小侦察兵
夏令营活动，旨在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
树立远大理想，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爱
国主义精神，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三天的夏令
营活动，不仅让孩子们强健了体魄，磨
炼了意志，还学习了四明山红色历史，
提升了革命情怀。孩子们纷纷感言，用
他们手中的笔，记录了这三天的收获，
现简要选登他们的优秀短文。

那个年代，那些人
宁波市孙文英小学
气象路校区601班 孙煜祺

7月12日起，我在余姚四明
山国家森林公园参加了为期三
天的英雄侦察兵夏令营。第一
天，新鲜好奇！我们在教官的带
领下，穿上特战迷彩服，进行了
军人的“基本操练”；第二天，动
人心魄！打靶、玩无人机，听前辈
们讲红色故事；第三天，惊险刺
激！沙场砺剑，真人CS。

为我们讲红色故事的是宁
波市教育局讲师团的三位老师，
他们讲了老革命沈宏康、“浙东
刘胡兰”李敏、宁死不屈的林勃、
抗日英雄杨来西，以及铁道游击
队小战士郑君伦的故事。其中让
我印象最深刻、最为钦佩的，就
是郑君伦！

郑君伦从小目睹日军暴行，
两位哥哥都已参军。他在 14岁
时，不顾母亲的劝阻，在一个深
夜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家乡，参加
了铁道游击队。扒火车、搞机枪。
终于在他经历了无数次重大战
役和与战友的生离死别后，中国
迎来了黑夜后的曙光。

他在为祖国冲锋陷阵，而我
生活在和平年代，吃穿不愁，却
吃不了任何苦，何等惭愧……我
更钦佩那个年代那些人了。和平
年代的我们，要时刻谨记：“勿忘
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
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
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
时代新人。

夏令营活动日记
海曙区宁锋小学403班 许凯程

今天，我乘车去参加夏令营
活 动 。本 以 为 只 是 去 度 假 几
天，但这里的活动完全出乎我
的意料。

我们乘坐大巴车来到了四
明山森林公园。只听一声“踏步
走”，教官就把我们带领到了一
个大厅，分发服装，分配房间，并
进行了一些叮嘱。教官还特别提
醒我们：“一旦听到哨声，就要马
上到走廊上集合。”

教官带领我们来到食堂面
前，让我们喊口令。口令没喊响，
吃不上饭，进食堂不允许发出声
音，而且零食也不能吃。

到了下午，我知道了在这里
的不容易，于是我认真练习了教
官教的站姿、稍息、跨立与敬军
礼。吃完晚饭，看完电影《冲出亚
马逊》，我马上洗漱后，上床睡觉
了。

虽然夏令营还没结束，但我
希望自己明天能做得更好。

聆听红色故事，争做
时代少年
北仑区郭巨学校501班 王琛熙

7月12日至14日，我有幸参
加了小小侦察兵夏令营活动。在
这里，我体验到了许多精彩又刺
激的项目。其中，三位讲师团老
师的宣讲，让我铭记于心，受益
匪浅。

第一位老师是沈宏康爷爷
的儿子沈季民，他给我们讲述了
沈宏康爷爷的故事；第二位老师
是抗日时期的铁道游击队队员
郑君伦爷爷的女婿慕彪；第三位
老师是老红军的儿子叶小湖，他
们给我们带来了三个精彩的故
事。其中有一个故事让我感慨极
深。故事的主人翁是李敏。李敏
阿姨是一名党员，她因不愿意出
卖情报，被敌人绑在柱子上连刺
27 刀而牺牲。她的爱人四十年
后见了她的母亲，写下了一篇
《妈妈》，叶小湖爷爷读到一半
时，几度哽咽，整个大厅鸦雀无
声。

俗话说：哪有什么岁月静
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
重前行。作为新时代的少年，
生长在和平年代的我们应该追
寻红色记忆，努力学习，长大
以后报效祖国，不辜负先辈们
的付出。

最亲密的战友
慈溪市贤江小学303班 张紫毓

“嘟——！”一声清脆的哨
音，我一个鲤鱼打挺，迅速翻下
床，穿衣、洗漱……新的一天在
教官的集结号中拉开了序幕。

晨光中的四明山，蝉鸣不
断。“稍息，立正！”教官的声音
洪亮而坚定。今天的重头戏是
学习、练习射击。射击是军人必
备的技能，枪支是军人的第二
条生命。教官告诉我们：“一个
国家军队的实力代表着国家的
兴盛，枪支则是军人最亲密的
战友！”教官给我们介绍了枪支
的构造，演示了枪支的使用方
法。轮到我们体验了，初上射击
训练场，我的心“怦怦”直跳。我
右手紧紧握住扳机，左手握住
护木，透过瞄准器，死死盯住目
标，等待指令员发令。“开始！”
子弹像离弦的箭，“嗖嗖嗖”地
从出弹口飞出……

这次夏令营，我体验了平常
生活中没有经历过的点点滴滴，
并且更加深切地了解了我们幸
福生活的来之不易。珍惜现在，
更加努力学习，为我们未来更加
美好的生活，为创造更加强大的
祖国贡献力量。

童心向党，强国有我
宁波市镇安小学 康珈翌

为期三天的“童心向党 强
国有我”夏令营活动在不舍中落
下了帷幕……

犹记得出发那一刻的激动。
12日上午，我们赶赴军事集训基
地。穿上特战迷彩军服，背上特
战军用背包，全副武装之后，就
开始了列队训练。我们的脊背始
终是挺的，双腿始终是直的，眼
神始终是坚定的。要配得上这一
身的迷彩绿啊！

犹记得最兴奋的第二天！教
官给我们发了一支“突击步枪”！
终于圆了我的特警梦！我们也尝
试了利用望远镜来观察敌营。最
后，还学习了无人机侦查技术。这
些原先只能在电影里看到，今天
居然都能体会到。真是不虚此行
啊！

犹记得心灵最受震撼的那
个下午！关工委的老师讲述了浙
东红色土地上的抗战英烈。红色
故事可歌可泣，红色英雄顶天立
地，我们个个听得心潮澎湃！

三天太短，我们还想历练更
多，还想倾听更多的故事……
但，三天，似乎也已经足够。“童
心向党，强国有我！”留在我们身
体的红色基因，强大而不可摧；
埋在我们心中的那颗种子，饱满
而有力量。

苍翠山间着戎装，青
春韶华为祖国
宁海县潘天寿中学804班 胡苏扬

烈日炎炎，蝉声百啭不绝，教
官洪亮的口令声从耳畔传来，在
四明山苍翠欲滴的山色中，我开
启了“小小侦察兵”夏令营活动。

头顶迷彩帽上鲜红的五角
星，曾经在多少革命先辈心中熠
熠生辉啊，初“入伍”的我，一种荣
誉感油然而生。“穿上军装，就是
军人”，我和“战友”站着挺拔的军
姿，喊着响亮的口号，行着庄重的
军礼，唱着嘹亮的军歌，仿佛真正
成为一名保家卫国的小战士。

树荫下，我们站军姿，习打
枪；影院中，看英雄，品精神；座谈
中，听故事，谈感受。为了捍卫国
旗在天空中飘扬，为了祖国的荣
光，先烈们、新一代中国军人敢打
敢拼，无惧牺牲，是祖国最坚定的
捍卫者。“……战旗上写满铁血荣
光，将士们，听党指挥，能打胜仗，
作风优良，不惧强敌敢较量……”
歌声振樾林，夏令营更火热！

我是成长在祖国新时期的
少年，正值青春韶华，应当举起
新时代的火炬，继承先烈们光荣
的革命传统，传播革命火种，为
祖国献上自己的一份力量。

一次难忘的夏令营
宁波市惠贞书院301班 邵啸

暑假第一天，爸爸告诉我一个
好消息，我获得了参加“英雄侦察
兵”夏令营的机会，这让我喜出望
外，因为能够进军营是我一直以来
的梦想。

很快就到了夏令营开营的日
子，教官给我们上的第一课是队列
训练，“稍息、立正、齐步走……”这
些口号，我们在学校里就滚瓜烂熟
了，我有点失望，心想军营生活也
不过如此，没什么好玩的。

晚上，我们集体看了红色电影
《冲出亚马逊》，我被里面的情节深
深吸引，电影里面的中国军人英勇
无畏，敢于挑战的精神很让人佩
服。第二天，关工委讲师团的老师
还给我们讲了革命年代的红色故
事，有铁道游击队智斗日寇的故
事，有浙东刘胡兰——李敏笑对敌
人、慷慨就义的故事。这让我一下
子对“军人”这个词，有了更深刻的
理解，对自己在队列训练中的敷衍
态度，感到深深的自责。

在接下来的夏令营训练中，我
认真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与队
友们密切配合，还得到了教官的表
扬，获得了荣誉勋章。

感谢这次夏令营让我当了一回
威风凛凛的军人，同时也让我懂得了
谦逊做人、认真做事，是军人最可贵
的本色。这真是一次难忘的夏令营。

中国军人，中国骄傲
鄞州区董玉娣中学804班 谢书忆

“在这里，你和我，就是中国。”
电影《冲出亚马逊》中铿锵有力的
台词在训练营上空久久回荡。

这是一个残酷而又让人自豪
的世界：一批新的军人，抬头挺胸，
面容严肃，烈日当空，岿然不动。背
后屹立着他们国家的国旗。蓝天
下，最引人注目的是那面鲜艳的五
星红旗，自信、耀眼，亦如那两位中
国军人。即使被人轻视，但他们谨
记自己的信念，任凭高压水枪的肆
虐，无惧残酷体能的训练，在地狱
般的世界里挣扎向前，向那些嘲笑
自己，排斥中国的外国人，展现了
中国军人的雄风。

这几天，我以一个侦察兵的身
份，在四明山森林公园训练，体验身
着军装的庄严与肃穆。家中的我，生
活散漫而无序，三天的军营生活让
我深切感受到军人生活的严谨，也
重新审视了自己的日常，尽可能地
去改变一些不良习惯。教官们的教
导句句印在了我的脑海之中。

军训中的体验加之电影里那些
优秀的中国军人的榜样，如一泓清
泉，洗涤了我的灵魂。今天，我们是祖
国呵护的花朵；长大后，我们是建设
祖国的栋梁。中国精神，由我们来造！

夏令营合影夏令营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