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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生活五一看航展
□大河报小记者、郑州市经开区实验小学五（1）班 杨玉栋

五一劳动节放假的第一
天，我们去了上街区看航展。

到了观看点，不一会儿，一
个有四架飞机组成的机队就起
飞了。由于我们站的地点很
好，飞机离我们只有20来米，看
得清晰极了。

令我难忘的是后面的立陶
宛总统表演队、英国环球之星
表演队和英国百年灵空中漫步
表演队。

立陶宛总统表演队因为其
中有一个飞行员是立陶宛前总
统罗兰达而得名，因此令我震惊。

百年灵空中漫步表演队令
我震惊的原因是他们两个人是
站在两架飞机的机翼上表演
的，飞机却仍然在翻筋斗，这样

会使机翼上的表演者头朝下一
段时间，可见表演者的胆量。

英国环球之星表演队令我
难忘完全是因为他们的技术。
尤其是后来4机队变成2机队
表演，以及2机队变成1机队表
演时的情景，太有趣了。2机队
表演时两架飞机先用筋斗开花
分开，再拐回来头对头飞，眼看
要撞上了却又擦肩而过，看得
惊心动魄。最厉害的是它们独
有的“失速倒转”，本来平飞忽
然猛地向上冲，本该机头朝下
下来，他却机尾朝下下一段时
间才用机头朝下。这个机队得
到的喝彩声最多。

这个航展真是太有趣了！
指导老师 陈平菊

活动感受炫酷的航展
□大河报小记者、郑州师范学院附小六（5）班 蒙天乐

我是一个飞机迷，前几届
的郑州航展，因为各种原因都
没去成，这次妈妈早就买了两
张票，要满足我的心愿。

导航把我们引到了航展旁
的一个村庄，因为这里人很多，
车没法前行了，正在焦虑之时，
忽听一声长啸，四架不同颜色
的飞机拔地而起，直冲云霄。
再一看，这四架飞机组成了一
个编队，在空中盘旋，宛如一只
巨鹰在向人们展示它强健的风
姿。飞机在空中做着各种动
作，横滚、俯冲、直上，有时拉
烟，在蓝天下画出了一个个美
丽的图案；有时抛洒火花，好奇
的村民也都来看，不时听见一
阵阵的掌声。我一看，飞行表
演在我们的正上方，应该比航
展里面看得清楚，真是歪打正
着。

这时，这四架飞机降落了，
又飞起不同的四架，继续他们
的表演，就这样，不同国家的飞
机表演轮番上演，其中让大家
印象最深刻的是机上站人，两

架双翼飞机上，都站着一个人，
这个人还不时给大家做飞吻甩
手臂，让大家发出一阵阵的惊
呼，害怕他们掉下来。

下午，我们进到航展现场
参观，里面可真是大，我们转了
好大一圈才找到入口。来到展
区内，飞行表演的效果和在外
面差别不大，只不过能看到起
飞和降落。起飞时，飞机后轮
先离地，前轮再离地，飞机向前
方缓缓上升；降落时，前轮先着
地，后轮再着地，飞机落地后还
要滑跑才能停住。我们还看到
了静态飞机展示，见到了飞机
的细节，比如螺旋桨的形状呈
流线型，舱内仪表很多。

此外，我还看到了飞行员，
他们刚下飞机，穿着一样的黄
颜色的飞行服，戴着头盔和墨
镜，强健有力，帅极了。我们在
里面看了好久，才依依不舍地
离开。

这次航展让我看到了炫酷
的飞行表演，眼界大开，还了解
了飞机的飞行知识，受益匪浅。

挖掘机 艺术秀场

□大河报小记者、郑州市东风路小学三（8）班 赵福奥

美好记忆

儿时
过浅岸
□大河报小记者、郑州市
二七区人和路小学六（1）
班 李佳琪

我出生的一刻，手里
就握了一把光阴之匙，它
打开了岁月的盒子，开始
为我计时。时间呀，犹如
我抓的一把沙子，它细细
地从我指间漏下。童年
的时光，便是最好的例
子，它就在我们笔尖旁穿
梭，悄然留下小学毕业的
丝丝印记。

毕业，它离我们那么
近，我似乎听见了它微微
的呼吸。小学六年时光，
给了我莫大的荣耀——
参加了第十四届上合会
议，并为白俄罗斯总理敬
献鲜花；同时，也给了我
沉痛的责罚——英语考
试一落千丈。我想，时
光应该从这跌跌撞撞的
小学生活中逃去了吧。

六年校园生活中，我
自以为骄傲而幸福的事，
就是当我因消极而叹息
时，总有几个小伙伴在身
旁跳着笑着，烦恼都被她
们给抹去了。我想，时光
应从这欢声笑语间溜走
了吧。

引导我抓着沙子向
前进的人是老师，她的爱
与教诲是无微不至的，她
的鼓舞、训斥使我终身受
益。光阴有限，老师却用
自己的青春来教育我们，
我们应该对老师感恩，时
光从老师操劳的内心间
飘了过去。

小学的同学是独一
无二的。独一无二的人，
构成了独一无二的班，独
一无二的班，构成了独一
无二的学校。正当我们
离不开这个组织，离不开
老师时，却毕业了。下一
个夏天，我们的教室依旧
充满读书声，可读书的不
是我们。

童年啊，是时间大树
的一片叶子，它飘落在海
面上，经历了大风大浪，
荡漾了几年之久，最终被
波浪冲上海岸，慢慢过了
浅滩。树叶变黄了，看起
来复古而尘旧。一个人
的童年结束了。可是不
用悲伤，因为，这一次朝
浅岸来的，是一叶迎风起
航的扁舟！

童年结束了，可青春
才刚刚开始！

□大河报小记者、郑州市二七区长江东路小学二（7）班 鲍芃羽

乔乔的汉堡 童话世界

一天下午，乔乔想吃汉
堡。于是，他就来到了快餐
店。“老板，来个汉堡！”乔乔说
道。没多久，汉堡就来了。哇，
两层面包里夹有生菜、肉饼、芝
士、沙拉、黄瓜，一层一层，多诱
人啊！

乔乔拿着汉堡，出门往家
走。可是突然下雨了。这时一
只小兔子低着头，急匆匆地跑
过来。乔乔问：“小兔你怎么
了？”小兔答道：“下雨了，我没
有伞！”“那我把两个面包片给
你吧！”乔乔说着，就把面包送
给了小兔子。哈哈，这个“面包
雨伞”太棒了！小兔子说：“谢
谢你。这伞又好看又能吃！”

雨停了，一群蚂蚁来到了
小溪边。“哎呀，水这么宽，我们
怎么过河呀？”蚂蚁们急得团团
转。乔乔听见了，他热心地说

“我把汉堡里的生菜给你们当

船吧！”啊，这“小船”真是太漂
亮了！蚂蚁们坐上“小船”，感
激地说：“这绿色还能保护我们
的眼睛，真是太感谢你了！”

乔乔继续向前走。路过森
林，一只小老虎趴在地上。乔
乔问：“小老虎你怎么啦？”“我
四天没吃东西了，快饿死了。”
小老虎有气无力地说。“我这儿
有一些肉饼，你赶紧把它吃了
吧！”乔乔说。哈，这肉饼真是
太香了！小老虎说：“谢谢！如
果不是你，我就饿死了。”

乔乔空着肚子回家了。回
家一看，小兔、蚂蚁、小老虎都
在等着他呢！它们各做了一个
汉堡。乔乔心里热乎乎地，他
边吃边说：“你们做的汉堡真好
吃呀！”

从这以后，乔乔帮助了更
多的人 ……

指导老师 成聪

金佛山问金记
□重庆市两江新区星光小学六（8）班 童九华

五一假期，我去金佛山偶
然看到一块石头，金光闪闪，此
山唤作金佛山，莫不是碰到金
子了吧？就当宝贝似的捡了起
来，准备带回家好好研究。

它大约有30立方厘米的样
子，表面有一面呈淡淡的黄色，
拿在手上沉甸甸的。“嗯，金子
也很重”，为了避免自己的一厢
情愿，我拿起锤子，又到小区的
花园里去敲了一块差不多大小
的石头，掂了掂，发现我的“金
石头”要重上几倍 ，和同时捡
回来的碳、柏油块相比，那更不
用说了。

为了进一步明确这块石头
的“身份”，在妈妈帮助下，我
又上网查找了金矿石的图片，
这下让我大失所望，图片上的
金矿石和我的石头大不相同：
金矿石浑身闪着金光，土渣也
比较少，我的石头却棱角分明，
光泽里还含有银色的光芒。

那会不会是铂金呢？我不
甘心，又拿起锤子敲了敲，发
现我的石头虽然重，但是很脆，
敲敲就能掉渣，渣里既有金属
块，也有石头粒，而且光泽不
同，和锤子撞击回荡的也是金
属的声音。难道真的是铂金？
妈妈鼓励我说，“要不先查查
看？”就查查看，我把铂以及它
的家族成员的矿石图片都找出

来一一比对，左看右看，都似像
非像。

“还是请专家看看吧？”妈
妈想了想说，“好像金佛山后山
还没有发现过铂金矿呢。”“如
果有那不是重大发现吗？”我一
阵激动。于是我就把石头的图
片和研究的成果发给一个开金
矿的叔叔。

然后妈妈去洗手了。
忽然听到妈妈叫：“儿子，

快来看。”妈妈伸着指头给我
看，油腻腻的样子，还有一层暗
淡的光泽。妈妈说她手指头上
的这些粉末用水冲不掉，我凑
上一闻，哇！还有很刺鼻的金
属粉末味，这到底是什么呢？

妈妈一闻，好像有淡淡的
硫的气味。于是我决定烧烧石
头看，淡黄色的表面很快就蒙
上一层黑烟，真有硫的气味。
按照这个线索我又上网查，发
现是黄铁矿，一比照图片，果然
对上了。

就在有点失望的时候，开
金矿的叔叔回信息了：“单从照
片不好判定，岩石蚀变较强，金
属矿物半晶形，若是黄铁矿，则
含金不错！”

是黄铁矿！那这说明什么
呢，虽然这块石头并不是刚捡
回来时以为的什么宝贝，但金
佛山上的确有金子。

科学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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