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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小记者

趣味夏令营

第一次摆摊

□大河报小记者 河南省濮阳市油田第十中学一（6）班 刘伊然

□大河报小记者
郑州市高新区创新大道小学一（5）班 李沛霖

音乐、晚会……
来一次夏令营
图片据澎湃新闻

7月25日，
我做梦都想去的大河少年夏令营终于开团了，
我和小伙伴激
动的心情像发现新大陆一样，
开心极了。
跟随着教官到达目的地后，
我们像小鸟一样从车里跑出来等待着教官
带我们开始这五天的奇妙之旅。其中上山捉鱼、
水枪大战、
图绘草帽和植物
手工书，
只听名字就让我们热血沸腾了。激烈的水仗让我们全身都湿透了，
幽默搞笑的教官更是被我们淋得像落汤鸡一样，
虽然他一开始就说：
有三件
事要注意，
第一不能用水枪对准教官，
第二不能用水枪对准教官，
第三还是
不能用水枪对准教官。
晚上篝火晚会更是热闹，
不仅可以欣赏小伙伴们的即兴表演，
还可以烹
饪自己捉到的鱼儿，
这是多么有趣又开心的事情啊！好玩的事情说也说不
完，
这次夏令营给我留下了太多美好的回忆，
也让我认识了很多朋友，
更学
会了很多知识，
真是一次难忘的夏令营！
指导老师：
肖枫老师

翅膀
□大河报小记者 郑州市郑东新区众意路小学二（8）班 芦艾葭
我想长出一对翅膀，像小鸟一样，
从天上看看广阔的大地到底长什么模样。
我想长出一对翅膀，像小鸟一样，
看看为什么天那么蓝，
星星为什么会发光。
我想长出一对翅膀，像小鸟一样，
飞到一望无际的大海上数数鱼儿有几条。
我想长出一对翅膀，完成我的愿望……
指导老师：孙鑫鑫

□大河报小记者 郑州市郑东新区众意路小学一（8）班 田甜
2022 年 7 月 31 日，我们大河报小记者一起参观了郑州丝路文化博物
馆，了解两千年来丝绸之路的兴衰史。
馆内收藏的各种文物共计 1500 多件。丝路文化博物馆里有许多瓷
器和绣制品。老师给我们讲了 2000 多年前的丝绸之路的故事。
在这里我看到了很多精美的器物，听老师讲这些器物背后的故事，感
受到工匠们精湛的技艺，以及路上的艰难困苦，也感受到我们现在幸福生
活的来之不易。我要好好学习，
掌握更多的知识，
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指导老师：刘京

dhbxiaojizhe@126.com
大河报小记者作文投稿邮箱：

走进郑州丝路文化博物馆

我们小区附近有很多人摆摊，有
卖水果的，有卖蔬菜的，还有卖玩具的
……非常热闹。
一天，我对妈妈说：
“ 我也想去摆
摊，
体验一下摆摊的感觉。
”
妈妈听了以
后非常支持，
就买了一些玩具回来让我
摆摊。
吃完晚饭，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
公园里摆摊。公园里人山人海，有的
在唱歌，有的在跳舞，还有很多人在摆
摊。我找了一个灯光明亮的地方，拿
出我的小凳子，把玩具摆在面前，看着
来来往往的人群，焦急地等着别人来
买。
我等了很久，还是没人来买，都有
点儿想放弃了。妈妈看着我灰心的样
子，说：
“做事情要有耐心，你看那边的
叔叔阿姨，他们从白天摆到现在，一直
没有放弃。
”
这时候，爸爸也鼓励我，还和我一
起向行人演示玩具。不久，一位阿姨
带着一个小哥哥走了过来，小哥哥很
喜 欢 我 手 里 的 玩 具 ，阿 姨 就 买 了 一
个。我很激动也很开心。
又过了一会儿，我都等着急了，也
没人再来买。妈妈看着我着急的样
子，说：
“你要吆喝，要不然别人都不知
道你在干吗。”可是，我很害羞，怎么也
喊不出来。
我在心里试了很多遍，才小声地
喊出了一句：
“卖玩具了！”爸爸妈妈都
夸我很棒。顿时，我信心大增，扯着嗓
子喊起来：
“卖玩具了！卖玩具了！”
可是，我嗓子都喊干了，还是没人
来买。我又有点想放弃了，爸爸妈妈
鼓励我继续坚持，
还和我一起吆喝。
终于，一位老爷爷带着一个小妹
妹和一个小哥哥走了过来，他们都很
喜欢我手里的玩具，老爷爷就给他们
两个人一人买了一个。
我 还 想 继 续 吆 喝 ，可 是 妈 妈 说 ：
“太晚了，该回家了。”这时，我才发现
公园里的人越来越少了。
回家的路上，我对妈妈说：
“ 我渴
了，
想吃雪糕。
”
妈妈就给我买了一个雪
糕，
说：
“你今天摆摊赚的钱，
还不够一根
雪糕呢。
”
我吃着凉凉、甜甜的雪糕，心想：
“赚钱可真不容易呀！以后，我一定要
把 钱 花 到 有 用 的 地 方 ，坚 决 不 乱 花
钱。
”
指导老师：
卫杰

张贴
“燃气安全九提示”海报
西平消防助力夏季火灾防控

许昌开展打击窃电联合行动

为提高群众的用气安全意识，近日，西平消防救援大队深入辖区广泛张贴
“燃气安
全九提示”宣传海报。
大队宣传人员紧盯住宅小区、重点单位、餐饮企业等燃气使用场所，在宣传栏、走
廊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醒目位置张贴宣传海报，广泛提醒和呼吁群众关注消
防，学习更多的燃气安全知识。
下一步，大队将继续加大夏季防火宣传力度，通过多种形式的消防宣传教育，使防
火知识走入千家万户，切实提高群众的消防安全素质。
（韩宁）

本报讯 8月3日，
许昌供电公司联
合许昌市公安局，
对 2 个异常损失电量
台区开展反窃电突击查处，
严厉打击窃
电违法行为，
维护正常的供用电秩序。
许昌供电公司按照“组织到位、责
任到位、
执行到位”
的工作原则，
提前规
划、周密部署。行动前，该公司运用大
数据分析手段，调取异常损失电量台
区，
针对性地制订了反窃查违计划。行
动中，
无人机先行飞入现场上空密切监
视情况，首批 27 人兵分两路进入窃电
嫌疑点，
利用变比测试仪、
用电检查仪、
电流检测仪等工具，
与公安干警迅速锁
定证据，
并通知后续人员进入现场开展
进一步排查，
警方同时安排刑侦人员现
场取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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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李思远 通讯员 焦永生 王军

公

告

洛阳市洛龙区寇桠鞋行：
本委已受理申请人刘伟莉诉你单位
有关确认劳动关系争议案（洛龙劳人仲案
字[2022]第 126 号）。因无法与你单位取
得联系，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
则》第二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本委向你单位公
告送达仲裁裁决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洛阳市洛龙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此次反窃查违行动中，
许昌供电公
司共出动 46 人、车辆 11 部，许昌市公
安局出动警力 9 人、警车 3 部。经过近
10 个小时的协作奋战，共查处隐蔽外
挂线窃电户 5 户，
现场带走犯罪嫌疑人
7 人。许昌供电公司随即进行数据提
取和窃电金额计算，
配合警方对犯罪嫌
疑人连夜突审。
今年以来，
许昌供电公司全面加强
对窃电行为的查处力度，
累计追补窃电
金额 166.73 万元，台区线损率由年初
的 3.49%下降至 3.12%。许昌供电公
司将协同公安机关持续开展反窃电联
合行动，严厉打击涉电违法行为，营造
和谐安全的用电环境，
确保公司经营成
果颗粒归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