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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播报

11月12日，天气晴朗，大
河报小记者在领队赵老师的
带领下，去参观并采访位于河
南农业大学校园内的中原农
业博物馆。

第一站老师带我们参观
采访的是古代农业展，在这里
看到了古代的瓷碗，与我们现
代的碗差别真大，以前的农夫
真苦啊！

第二站老师带我们看的
是昆虫标本，我看到了琥珀和
蝴蝶标本。琥珀透亮透亮的，
像一块儿玻璃。我在想，如果
琥珀碎了，里面的小标本跑出
来变异了怎么办？蝴蝶标本
和活蝴蝶一模一样，成百上千
的蝴蝶标本让我看得眼花缭
乱，我仿佛在蝴蝶的海洋里，
无边无际，大开眼界。

通过这次参观，我学到了
要珍爱每一粒粮食，因为今天
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爱惜小
动物，世界有了它们，才变得
更精彩！

树叶红黄的一天，老师
说：“同学们，明天要带大蒜
来！”我脑子里冒出一串疑
问：上课困了吃一口提神？
让做种蒜试验的？还是让我
们做大蒜烧鱼吃？

回到家,我迫不及待地找
几头大蒜放在盘子里观察。
我看到大蒜呈扁球形或圆锥
形，外面披着灰白色或淡棕色
外衣。我剥开一头蒜的外衣，
内有9个蒜瓣，列队在花茎周
围，茎根部像个圆盘，蒜瓣一
个挨一个坐在盘上。剥开一
头蒜的外衣，就看见白色、肥
厚多汁的光肚蒜瓣，也能闻到
浓烈的蒜辣味。

站在旁边的爸爸对我说，
大蒜又叫蒜头、大蒜头等，是
蒜类植物的统称，秦汉时从西
域传入中国，经人工栽培繁
育,因其具有抗癌等药用功
效，深受人们喜食。

第二天到教室，我连忙拿
来水杯，接点水，给放在塑料
小碗里的大蒜浇水。每个课

间我都要去看看大蒜，可是，
第一天它没有变化。

几天后，大蒜长出了一些
白色的根须。我想大蒜长得
慢会不会是因为缺少阳光
了。我赶紧把大蒜放到教室
的窗台上，让它吸收阳光。又
过了一天，我看到它已经发出
嫩芽。它像在笑，它的笑容是
那么灿烂。我开心极了。

星期五下午，我发现大蒜
把盘里的水吸完了，我用杯子
把大蒜盘子里的水浇得满满
的。因为，大蒜喜湿怕旱，要
过周末了，得多供点水。我对
大蒜说：“我和同学们要过周
末了，你在教室里自由地长
吧！下周回来再看见你时要
给我一个大大的惊喜哦！”

新的一周，我来教室时，
大蒜叶竟长到四厘米，翠绿的
苗齐刷刷地，像小树林。

观察大蒜的生长，我知道
了大蒜离不开水份滋养，知识
不也是学生茁壮成长的营养
素吗？ 指导老师 曹娜

《小豆芽有了小弟弟》的主
人公“小豆芽”原名张明希，因头
上总斜扎着像豆芽一样的辫子，
被小伙伴们热情地称呼为“小豆
芽”。刘得璇是“小豆芽”的好朋
友，她的弟弟叫刘德琦，简直就
是家里的“大魔王”。“大魔王”天
天把家里搞得一团糟，害得刘得
璇放学后都不敢回家，不管酷
暑、严冬，只能可怜兮兮地趴在
公园的石凳上写完作业再回去。

小时候，我也非常希望有个
弟弟或妹妹，这意味着我有了一
个最亲密的伙伴。我俩可以一

起唱、一起跳、一起疯、一起闹，
那该多美妙！而且，我是姐姐，
弟弟或妹妹得听我指挥，这种感
觉简直不能更棒了！

在生活中有个弟弟或妹妹，
并没我想象的那么美好，也没有
我想象的那么不好。因为，这个
小人有的时候会是个天使，有的
时候又会化身成为一个“小恶
魔”。他会在你放学回到家的时
候开心地扑到你怀里，也会哭闹
着抢你正玩的玩具；他会在你学
习疲惫的时候唱歌给你听，也会
在犯了错误时把你拖下水；他会

在你生病的时候用手温柔地触
摸你额头，也会在你生病的时候
依旧缠着你给他讲故事……我
想我有时候会十分喜欢他，有时
候又会十分讨厌他吧。

一天，一个阿姨问妈妈还准
备要个孩子吗？妈妈摇头说：

“再有个孩子，会把精力分散到
小的身上，忽略老大的感受。”那
一刻，我感受到爸爸、妈妈把全
部的爱都给了我，我决心做最优
秀的自己，不辜负父母的期望！

指导老师 赵梅琳

今天，在妈妈的帮助下，
我学会了做一道美食——煎
牛排，我开心极了！

妈妈先教我腌制牛排。
把买来的牛肉洗干净，放在
盆里，放些姜末和葱花，倒入
适量的盐、味精、料酒、生抽、
酱油等，搅拌均匀，放置10
分钟。接着，我把电饼铛通
上电源，打开开关，并倒入
适量的牛排专用油。不一
会儿，油慢慢冒烟儿了。我
把腌制好的牛排放进电饼
铛中，把火调大，牛排在热
油中煎烤着，发出诱人的香
味和“滋滋滋”的响声，让人
禁不住直想流口水。等一
面煎得变了颜色——由鲜
红变成了深灰，就翻到另一
面，过不了几分钟，两面就
都煎好了。

究竟煎熟了吗？妈妈教
我一个方法，那就是先看看

两面的颜色是否已经完全没
有了生肉的鲜红色，然后用
一根筷子在肉上扎一下，如
果轻松扎透，就说明肉已经
完全熟了。

为保证牛排鲜嫩，煎熟
了牛排，得赶紧取出放入盘
中。接下来，要把牛排专用
的酱料倒入炒锅中加热，之
后倒在煎熟的牛排上。当
然，酱料的选择可以根据自
己喜欢的口味随意搭配，我
这次做的是黑胡椒牛排，还
可以做成番茄口味的，或者
是原味的，都是不错的哦！
就这样，一道美食——煎牛
排，就做好了！

左手拿叉、右手拿刀，开
吃喽！怎么样？是不是已经
垂涎三尺，禁不住美味的诱
惑了？那么，就赶快动手制
作属于你自己的美食吧！

指导老师 王雅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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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小记者投稿邮箱：
dhbxiaojizhe@126.com 大 河 报
见报文章将在微信“大河报少
年”同步推出，您可以为喜欢的
文章投票、点赞，每月得票最高
的作者还有惊喜！

走进“昆虫王国”
□□大河报小记者大河报小记者 郑东新区昆丽河小学三郑东新区昆丽河小学三((55))班班 张瑞曦张瑞曦

昆虫标本中的“昆虫”是真
的还是假的呢？它们是怎样变
成标本的呢？11月12日，我怀
着好奇心，迫不及待地来到河
南农业大学中原农业博物馆，
参加大河报小记者活动。

一进入昆虫王国厅，我被
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这里简直
就是昆虫的世界，里面有各种
各样的昆虫标本，既有益虫的，
也有害虫的，比如，蝴蝶标本、
蚂蚱标本、蚕蛹标本……里面
我最喜欢的就是蝴蝶标本了，
蝴蝶翅膀上各种各样的花纹五
彩斑斓，简直就是一幅幅图画，

看得我眼花缭乱。
在参观过程中，从讲解员

姐姐那里，我之前的疑问都得
到了解决。做标本的昆虫都是
真的。它们是叔叔、阿姨通过
捕虫网、灯诱等多种方法捕捉
的。捕捉之后，再固定它们的
形态，固定的方法有浸泡、粘
贴、针刺等。固定后，就把它们
放入玻璃容器或者标本盒中保
存起来，供学习、研究时使用。

这次大河报小记者活动，
让我对昆虫世界和标本制作有
了全面、直观的认识。

期待着下次小记者活动。

参观中原农业博物馆参观中原农业博物馆
□□大河报小记者大河报小记者 郑州大学实验小学三郑州大学实验小学三（（22））班班 高启东高启东

11月 12日，我随许多大河
报小记者一起，走进中原农业
博物馆进行参观。我怀着好奇
和兴奋的心情，先后参观了农
业文明厅和昆虫王国厅。

农业文明厅内，摆放了许
多关于农业的模型，如古时候
农耕用的犁、耙子以及各种原
始计量工具……这里讲述了从
古到今我国农业发展变化的过
程，我第一次亲眼目睹了城市
儿童难得一见的农用物品，我
不时停下来仔细观察，心里也
在思索，我们伟大的祖先是那
么勤劳，那么有智慧，正是有
了他们一代又一代的辛苦
劳作和耕耘，才成就了现
在的农业文明，发展到

今天的农业现代化。
最有趣的是昆虫王国厅，

走进展厅，四周布满了各种昆
虫标本，有蝴蝶、知了、螳螂标
本等。标本栩栩如生，好像一
碰到他们，他们就会立即飞起
来或跳起来一样。在昆虫与科
技区，有九个大的透明玻璃箱，
有许多蝴蝶被细长的大头针固
定在玻璃箱中央，它们好像正
在空中飞舞，既美丽又逼真，小
朋友还可以从不同方向和角度
观察和欣赏它们的美姿。

活动让我大开眼界，学到
许多书本上还没学到的知识。
不知不觉中，参观活动结束
了。我们依依不舍离开博物
馆，期待再有机会来参观。

教室里的大蒜头教室里的大蒜头
观察实践

学做煎牛排学做煎牛排
□大河报小记者 郑州高新区外国语小学四(1)班 王刘卓尔

□□大河报小记者 郑州市金水
区农科路小学三（3）班 张润荃

珍惜珍惜
□大河报小记者 郑州市管城
区东关小学二（6）班 杨子初

喜欢

11月12日，我和妈妈早
早就来到了文化路与农业路
交叉口的农大校园，作为大河
报小记者的我要去参观中原
农业博物馆。

报名时，我看到了中原农
业博物馆共分四大部分：百年
农大、昆虫王国、鸟类世界和
农业文明。参观的时候，我一
直在听，在拍照，在记录。哇，
太好看了，我看到了以前的房
子，还有磨面的东西……

昆虫王国真好看。我看
到了很大的花蝴蝶的标本，还
看到了像鼓一样的大大的马
蜂窝，本以为是真的，吓我一
跳。哈哈……原来是标本！

我太喜欢中原农业博物
馆了，以后还想来看……

阅读感悟

二孩的希望与现实二孩的希望与现实
□□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二小六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二小六（（66））班班 吴依彤吴依彤

□郑州贝斯特外语小学3年级仁班 闻子舜

学以致用

记者 张琮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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