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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日报小记者对话
海丝海博会习作节选

有个

“时尚石狮，魅力海丝”是今

年海丝海博会的主题。海博会自

开幕以来，四海八方的人慕名而

来，踏上了美丽的石狮，共同参加

这场有意义的盛会。这里聚集了

几百家商家，共同搭起采购平台。

上午，我与小记者们一起

走进展会现场，在石狮服装城

开启了采风活动。在等待的过

程中，我既兴奋又紧张，好奇大

家都是怎样做采访。在老师的

安排下，我与其他五位小朋友

一起携伴同行，去采访自己想

要采访的人。

在大家踊跃而上的情况

下，我遇到了我第一个想要采

访的人——一位漂亮的阿姨。

我走到她跟前，礼貌地对她说：

“阿姨，您好！能打扰您一下？

请问您觉得今年展会与往年有

什么不同之处？”阿姨笑着对我

说：“今年比往年参展的企业更

多了，规模和档次比去年也提

升了，有让人耳目一新的感

觉。”我边记录边听着，心里也

是若又所思，心满意足地去寻

找下一位采访对象。

走着走着，第二位采访对

象就出现在我的面前，那是一

位法国叔叔。法国叔叔说着我

听不懂的语言，不过幸好旁边

有位翻译姐姐。我好奇地问法

国叔叔：“请问您卖的是什么产

品？”叔叔用不太流利的中文说

了三个字：“葡萄酒。”接着我又

问：“请问您参加此次活动有什

么收获？”姐姐帮忙翻译道：“让

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的产品，

从而让我们葡萄酒打开更广的

销路。”我们就这样你一句我一

句结束了这次采访，最后法国

叔叔与我们合影留念。

感谢这次采访活动，给了

我一次考验自我的机会，不仅

让我开阔眼界，还让我增长了

许多见识与知识。

（石狮市宽仁实验小学 三年一

班 郭雯雅 指导老师:李娜娜）

走进海丝海博会

4月18日，第五届中国（泉州）

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品牌博览会在

石狮开幕，48个海丝沿线国家和

服装上下游企业汇集。作为石狮

日报小记者的我有幸参加此次盛

会，最让我兴奋的是我居然可以

到现场采访各个国家代表团哦！

这是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周六早晨六点就听到我家

“高音喇叭”催促我起床洗漱，妈

妈骑着电动车载着我急匆匆赶到

服装城与小记者集合。到了服装

城主展馆广场上，远远看见有很

多不同国家、不同肤色、不同服饰

的人员在拍集体照，有印度、巴基

斯坦、法国、新西兰、泰国，还有我

们国家的新疆。本想再看看，可

这时听到余老师在呼叫我们小记

者集合排队，余老师告诉我们如

何进行现场采访？需要准备什么

材料?要如何与参展者沟通？听

完后我们一窝蜂地跑进主展馆，

我跟在小队长后面，看到什么我

都觉得很新奇，见到了印度的丝

绸、泰国的水果和服装、新疆的色

彩缤纷的服饰，还有许许多多我

从未见过的物品，我们边走边

看。因为我比较害羞所以都不敢

开口采访，还是小队长厉害，带头

采访，我就在旁边认真地做笔记，

记录所有问题，慢慢地我也主动

去跟商家合影，敢于咨询商家。

原来只要敢开口就一定有收获，

对错没有关系，礼貌很关键。

这次海丝海博会让我见识到

各个国家的特产特色，还让我学

到了很多知识。世界真奇妙啊！

我一定要努力学习，争取能环游

世界，走遍每个国家。经过此次

小记者活动，我总算知道了采访

的基本要求，因为今天是第一次

采访，所以还不是很熟练，但这一

次收获满满。

（石狮市锦尚镇琼山中心小

学 三年5班 邱雯钰）

我的首次“采访”

4月20日，我随石狮日报小记

者来到海丝海博会主展馆外面排

队等候，地址是石狮服装城。

首先老师让我们分成5人一

组，方便讨论，我们三年二班的同

学刚好有七人到场，心想，那么胆

小的我，要是能让我们七个一起

那该多好啊！这样我也能跟我的

同学一起去采访不熟悉的叔叔阿

姨，结果我就大胆地问林老师：

“能不能让我们七个人一组，刚好

我们是同班同学。”老师立马就答

应了，还给了我们五个不同的问

题，让我们根据这些问题去采访

不同的人。

我们几个人一起商量好各自

要采访的内容，愉快地出发了，

可是真的要去采访他们的时候

还是在挣扎中，看着别的同学大

胆地访问做笔录，再看看自己的

问题还都是空白的，我鼓励自己

一定可以的。刚好迎面走过来

一位高大的叔叔，脸上带着微

笑，我心颤抖着，还是把问题问

了出来：“叔叔，您好！请问你知

道今年的海丝海博会主题是什

么吗？”叔叔温柔地回答道：“是

以服装为主题。”我激动得连谢

谢都忘记说了。

有了第一次的鼓励，我又和

同学欢快地跑上二楼去采访了.二

楼各种各样的产品都展示出来，

都是外国产品，有精致的杯子、漂

亮的首饰、保养品等。还有好多

漂亮姐姐在跳舞，看了一会儿，我

们又抓紧时间去采访了，走到一

位卖首饰的阿姨面前，这位阿姨

扎着漂亮的头发，看上去很温柔，

“阿姨，请问您是第几次参加此活

动的”？阿姨笑着回答说，“第一

次参加。”我们跟阿姨说了声谢

谢，又继续下一个问题，刚好看到

一吹笛子表演的叔叔，就走了过

去问道：“叔叔，请问参加展会对

您有什么帮助。”叔叔回答说，学

到了更多知识。我们跟叔叔说了

谢谢。

在一位外国人面前，我心想，

要去能用英语和他交流就好了。

这时妈妈就跑过来跟我们说，那

外国叔叔旁边有位可以帮你们翻

译的姐姐，你们可以试着和不同

的人交流。我们就大胆地跑过去

问道：“叔叔请问您参加展会有怎

样的收获？”叔叔用英语让旁边的

姐姐跟我们说：“能找到一些有趣

的事。”

我们说了声谢谢，接着来到

一个花瓶展位，各种大小不一的

花瓶，都是水晶做的，漂亮极了，

便跑到卖花瓶的阿姨面前问道：

今年和去年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阿姨表示，去年是德化大师的艺

术陶瓷展，100多件百花齐放，今

年是金砖国礼展，15件国礼芬芳

绽放。

今天真的很开心，不仅看到

了各种各样的产品，还有不同国

家的人，他们每年都会准备各种

特色产品来参加海博会。我一定

要好好读书，学会各种国家语言，

见识更多不同的人，可以和他们

愉快地了解各种品牌，以及品牌

背后的故事。

（宽仁小学 三年二班 刘夏彤）

一次有趣的采访

今天是我们小记者团第四次

组织活动了，但是这次是我第一

次参加小记者活动。

上午9点我准时来到服装

城，最先引起我的注意是舞台上

映入眼帘的八个大字——时尚

石狮，魅力海丝。接下来老师分

好组，让我们自由采访，于是，带

着这个问题去采访了一个青少

年志愿者姐姐，这位姐姐给出的

答案是：因为我们石狮的服装很

有时尚感，所以名为时尚石狮；

魅力海丝的说法是——我们想

把石狮服装的魅力推广给全世

界。然后，我们又去采访了一位

外国人，这位外国人是卖希腊

HELLAS酒的酒商，我们请教了

这位酒商一个问题——这种酒

里加了什么呢？这位外国人听

不懂，于是我发挥我的英语口语

能力跟这位酒商沟通，他给我们

的回答是：“withgrape！”我又用

中文翻译给我的同伴们，最后，

我们还很荣幸地跟这位外国酒商

合影留念。

我们还去采访了很多人，有

安检人员、志愿者，还有印度人、

泰国人……从他们口中学到了很

多方面的知识，真的让我受益匪

浅！

这次小记者活动，让我变得

更自信、更会采访，还让我学到了

很多知识，同时也提高了我的语

言表达能力和英语能力。

（石狮市宽仁实验小学 三年

五班 施沛杉）

“小记者对话海博会”采访活动

我与海丝海博会
约会

今天，阳光灿烂，蔚蓝的天

空万里无云。老师带着我们到

服装城参加海丝海博会采访

活动。因为这是我参加的第一

次采访活动，一路上，我好兴奋

呀！到了石狮服装城，我不禁

赞叹道：“真是太美了！”

活动简介上说这次海丝海

博会的主题是“新丝路、新合

作、新生活”和“时尚石狮 魅力

海丝”。海丝海博会是海丝沿

线国家文化与经贸交流的重要

平台，也是为了让客商和展商

们加深对石狮服装时尚元素的

印象，感受中国休闲服装名城

的魅力。

来到服装城主楼，我被华

丽的景象深深吸引了，陶醉其

中。这里的商品琳琅满目，有

卖地毯的，有卖衣服的，有卖酒

的……

带队老师把我们分成了五

组，让我们以小组为单位对参

观者和展商们进行采访。我们

看到一个展位上的参观者比较

少，就迫不及待迎上去，按照事

先准备好的采访提纲对展商进

行采访。因为我是第一次采

访，所以有些紧张和腼腆。我

微笑着向展商提问，可说话却

结结巴巴的，我心里想：采访可

真难啊！但我一想到老师告诉

过我们：“不要紧张，放松了才

能顺利地完成采访。”于是，我

深深地呼吸了几下，重新向展

商提问。展商告诉我们，今年

的海丝海博会不仅有来自泉州

的优秀文化产品，更有来自法

国、韩国、意大利、日本、澳大利

亚等49个国家和地区的337多

家品牌企业参展，商品种类多

样。

不知不觉，我的第一次采

访结束了。经过这一次的采

访，我变得更自信、更勇敢，相

信以后的采访活动，我一定能

做得更好。

（桃源小学 三年一班 黄梓昕）

第一次采访

星期四晚上，我接到了石

狮日报老师的通知，通知我们

周六要对一年一度的海丝海博

会进行采访。这可是我参加小

记者团后的第一次采访活动，

我要当上真正的小记者了，我

兴奋不已。

周六一大早，我们石狮日

报小记者团来到了石狮服装城

海丝海博会主展馆门口集中，

老师帮我们先分组，并告诉我

们：“采访要注意大方、有礼貌

……记住了吗？”“记住了。”同

学们异口同声地回答。“现在开

始采访。”老师的话音刚落，大

家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散

开，找到自己合适的采访对

象。而我也选中了一位卖葡萄

酒的外国人。

刚开始，我心里就像揣着

一只小兔子，怦怦地跳个不停，

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可是

看见其他组员都在热情地跟外

国人交谈，我心里暗暗地想，到

底要不要去采访呢，不去吧，觉

得自己很胆小，去吧，又不敢。

怎么办呢？经过无数次思想斗

争之后，我下定决心去挑战，咬

了咬牙鼓足了勇气打开话题：

“请问，今年的海丝海博会主题

是什么？您是第几次参加此活

动？参加展会对您有什么帮助

吗？您参加展会有怎样的收

获。您觉得今年的展会与往年

有什么不同吗？”

翻译把我的话翻译给外国

人听，外国人微笑着对我的问

题一一作了详细的回答。他幽

默风趣的语言及动作引得我们

哈哈大笑，现场气氛高潮迭

起。采访结束，外国人热情邀

请我们小记者团合影留念，并

赠送我们一盒香浓可口的巧克

力。

这次海丝海博会的采访真

有趣又好玩，不仅让我锻炼了

口头表达能力，更重要的是让

我克服了内心的恐惧，战胜了

自己。

（石狮市宽仁实验小学 三

年五班 张艺楷 指导老师：洪

艳艳）

第一次采访外国人

今天我们小记者团的小记者们戴上小

黄帽，穿上小红马甲，戴上小记者证，走进

海丝海博会展览区，开始采访展会的工作

者们。

我们访问了一个又一个工作者，但使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从台湾来参加展会

的小姐姐。

一走进展台，满展台的工艺品琳琅满

目，令人眼花缭乱，“啊，真是太精致了！”我

们叫了起来。那些工艺品不仅有水果拼

盘、蔬菜沙拉、新鲜早餐…还有沙发、柜子、

行李箱、纺织机、布娃娃、小熊转转杯组合

…每一件商品都做得精致无比，譬如：肉的

条纹都做出来了，蛋壳都做得很薄，仿佛真

的一般……

经过我们采访得知，这位小姐姐是从

台湾来的，已经是第二次参加活动了，她觉

得参加海丝海博会可以开阔视野、认识更

多的朋友，还有很多人也想去台湾学习这

种做工艺品的艺术呢！

海博会全称是海峡两岸纺织服装博览

会，以“新丝路、新合作、新生活”和“时尚石

狮、魅力海丝”为主题，在此，我也祝海博会

越办越成功！

（宽仁实验小学 三年四班 何颖汝）

我是一名小记者

如果说二月春风似剪刀，柔情三月春

风暖，那么最美不过人间四月天！

四月的石狮，到处是一片生机勃勃的

景象，在这草长莺飞的季节里，我们又迎来

第22届海峡两岸纺织服装博览会的召开。

今天,我早早就起床了，吃过早餐后

我就戴上小黄帽，挂上记者证，穿上了红

色的小马甲，催着爸爸骑车载我到今天的

主场馆石狮服装城，当看到很多穿着和我

一样小记者服装的伙伴们，我又兴奋又紧

张。

当我们被老师带入主场馆内时，我们

迫不及待地冲了进去。到了里面，才发现

这展馆好大，展览分在一至三层，世界很多

国家的企业都来参展了。东西可多了，有

四海同心、同舟共济、一诺千金……那里还

有些外国的食品和外国人。

我和我的同学一起去采访了那里的一

些人，并且问了些问题，比如：你对这次展

会有什么感想？那里还有跳舞的，她们婀

娜多姿的舞步、绚丽多彩的衣裳十分引人

注目。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海博会努

力创新，不断进取，联合全行业伙伴，共同

营造健康发展的产业氛围，助推行业走向

更辉煌的未来!

今天我感受到了各个国家的文化和特

产，感受到了我们国家的强大。

这真是一个有收获的博览会。

（大仑中心小学 四年二班 赵鹏超）

游石狮海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