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7月18日 责编 袁婷婷 美编 季枫 邮箱 dhbxiaojizhe@126.com教育小记者 AⅢ·07

大河报少年

大河报小记者投
稿邮箱:dhbxiaojizhe@
126.com

在大河报见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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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住蓝天白云
□大河报小记者、郑州市金水区文化路一小一年级 李亭仪

7月 1日，我作为大河报
小记者，首次来到郑州市气象
科普馆参观，工作人员为我们
讲解了雾霾的相关知识。

雾霾，是雾和霾的结合
体，主要是由二氧化硫、氧氮
化物和可吸入颗粒物（主要是
PM2.5）组成，它们与雾气结合

在一起，让天空变得阴沉灰
暗。雾霾会从口、鼻进入呼吸
道，到达血液，导致人体抵抗
力下降，诱发呼吸系统病症、
心脑血管疾病等。

我还了解到要想减少雾
霾的产生，首先要从自身做
起。出门尽量少开私家车，乘

坐公共交通工具或骑自行车，
低碳出行。多植树造林，生活
和学习中要节约用纸，保护树
木和森林。同时工业也要节
能减排，最终让雾霾消失，还
我们蓝天白云！

这次参加大河报小记者
活动收获真不小！

有趣的气象知识
□大河报小记者、河南省实验小学四（9）班 孙仲煜昊

7月1日这天，我很兴奋，
因为我当上了大河报小记者，
要去郑州气象科普馆参观，为
此我在前一天晚上就准备好
了笔和笔记本。

早上爸爸开车载我去郑
州气象科普馆，一路上我心情
忐忑。第一次当小记者，对于
我来说是一次全新的体验，
我很紧张但又十分期盼此次
活动。

到了郑州气象科普馆，首
先映入眼帘的是立在院中间
像火箭发射器一样的白色大
楼，不过最上面有个蜂窝状的
圆球不同于其他建筑，后经老
师介绍才知道那是多普勒天

气雷达。在楼前，我看到很多
大河报小记者，个个都穿着红
马甲，戴着红帽子，我的情绪
也是空前高涨。

小记者们组成两条红色
长龙，由老师及讲解员阿姨带
着在面包圈似的展厅中游
览。讲解员给我们介绍了雾
霾的成因及危害、龙卷风的形
成、雨的形成、自然界水循环
系统、地球板块运动等。我们
还观看了4D电影、有关泥石
流的电影。我们也知道了郑
州气象科普馆是依托新一代
天气雷达站建设的目前最大、
科技含量最高的现代化专业
气象地震科普场馆。

最吸引我的是泥石流电
影，泥石流常在暴雨后发生。
它的发生需具备三个条件，分
别是山高、坡陡和谷深，如果
发生泥石流，人们需从山谷两
侧逃生。电影中泥石流的滔
天气势也冲击着我的视觉，泥
土和巨石形成的泥石流，奔流
席卷而下，咆哮雷鸣，势不可
挡。通过看这个电影我体会
到了大自然的可怕，从而也更
加明白了保护大自然的重要
性。

通过此次参观，我既体验
和了解了许多天气现象的成
因，又懂得了各种自然灾害的
防范知识，收获颇丰。

走进道馆
□大河报小记者、鹿邑县老君台小学五（1）班 肖肖

大家看过电视剧《旋风少
女》吗？自从看过这部电视
剧，我就对跆拳道十分感兴
趣，今天终于有机会体验一
下。

跆拳道起源于朝鲜半岛，
这次我们体验的这家跆拳道
馆环境很好，很舒适。道馆有
一个大厅，大厅里有图书角、
大吊床、长桌等，除了大厅，还
有两间教室，一个小班，一个
大班，我体验的是大班教学。

大班要比小班宽敞，窗子

朝南开，感觉上也更明亮一
些。地上铺着厚厚的垫子，东
面是一块覆盖整面墙的镜子。

馆长教给我们一些关于
跆拳道的知识，后来又给我们
演练。教练表演得十分精彩，
我打心眼儿里佩服他们，因为
我学过舞蹈，知道什么叫“台
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他们
精彩表演的背后，一定少不了
辛苦的付出。

令我惊讶的是，教练们居
然将小班的一位学员请来为

我们表演，这位小学员大概六
七岁，长得很可爱，但训练有
素。

看完小学员的表演，教练
又带来几套装备，让我们体
验，两人一组，红蓝双方对决，
出线或摔倒的算输。我和周
喆一组，第一回合我俩不分上
下，第二回合她占上风，第三
回合她却迟迟不上脚，于是我
占上风！

今天的道馆体验课，使我
对跆拳道有了新的认识！

浓浓奶香
□大河报小记者、郑州市中原
区伊河路小学三（3）班 金炜
皓

7月16日早上7点，大河
报小记者愉快地坐着大巴车，
从紫荆山朝着花花牛养殖基
地出发了。

看到牧场上高高大大、结
实健壮的成群奶牛，大家都欢
呼起来，终于见到了真实的

“花花牛”，纷纷要求和“花花
牛”合影。奶牛们哞哞叫着，
不时地看着我们摇尾巴，好像
在欢迎我们到来。奶牛有的
在吃草，有的在散步，有的怕
热站在水坑里不出来，特别可
爱。

接着，我们来到挤奶车
间，看见奶牛整整齐齐一个接
一个地走进挤奶车间，把头伸
进不锈钢栅栏里面，吃着鲜嫩
的草，工人叔叔阿姨用专用的
挤奶机器挤奶。我们只能远
看，不能走到奶牛身边，想象
中的人工手动挤奶已经完全
被机器代替，更干净、更高效，
奶牛在舒适的环境里能产更
多的牛奶。

最后，我们来到酸奶加工
车间，老师给我们讲解了酸奶
的制作过程，牛奶在密闭的环
境里，经过杀菌、发酵等很复
杂的程序，最终变成酸奶，但
要检测合格，才能供人们食
用。最壮观的还是灌装车间，
我们从二楼的走廊往下看，几
个篮球场大小的密闭屋子里
装有不锈钢设备，一条条流水
线快速运转，有分流包装袋
的，有灌装酸奶的，有把酸奶
装箱的，整整齐齐，紧张有序，
工人们走来走去，检查着生产
线，据说要 24 小时连续工
作。生产出的酸奶有原味、红
枣味、香蕉味等，我们还品尝
了刚生产出来的酸奶，味道很
新鲜。

这真是一次有趣而难忘
的参观之行，看到桌上的酸
奶，我就想到了复杂的制作过
程和工人师傅们的辛苦劳动。

绿色生活
从我做起
□大河报小记者、郑州市金
水区文化绿城小学澳新一
（1）班 张景轩

蓝天，白云，绿草，红
花，小桥，流水，这是多美的
画面啊！美好的环境，需要
我们共同努力，从一点一滴
做起。

种点绿色植物。春天，
我们去种树，给大自然增加
一些绿色。家里，多种点花
草，让室内的空气更加清
新。平时，爱护身边的绿化
带、公园里的绿地，不要踩
小草。

生活垃圾分类。生活
垃圾有很多可以挑出来，比
如报纸、塑料物品、瓶子等，
回收再利用。废电池、过期
药品要单独处理，防止污染
环境。

水要循环使用。现在
很多地方都缺水，节约用水
是一种美德。用洗菜的水
浇花，用洗衣服的水冲厕
所，这样就不会浪费。

注意节约用电。离开
房间，请随手关灯，做到人
走灯灭。天气不是太热时，
尽量少开空调。家里灯具
选节能的，既明亮还省电。
长期不用的电器，要关闭电
源开关。

文明绿色出行。我们
走在路上，要做文明人，不
要乱扔垃圾。出门办事，尽
量采用骑自行车、步行等出
行方式。到商场购物的时
候，要带上自己的布袋装东
西，少用塑料袋。

我爱绿色生活，因为它
是美丽的、环保的、健康的，
对每一个人都是有利的。
绿色生活，请从我做起。小
习惯，大养成，我相信，只要
长期坚持，就会迎来更加美
好的明天。

指导老师 孙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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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荷塘
□大河报小记者、郑州市昆丽河小学四（5）班 赵可昕

荷塘是一幅画卷，是一个
尽情嬉戏的乐园，他给闷热的
夏天带来清凉和惬意。

我循着淡淡清香，来到了
一片荷塘边。碧绿的荷叶拥
挤着遮挡了半个池塘，叶子轻
轻托着一颗颗晶莹剔透、小巧
玲珑的水珠，可爱的水珠在微
风的吹拂下滚来滚去，留下一
条条淡淡的水痕。

亭亭玉立的荷花更是引
人注目。它们就像绚丽梦幻

的彩霞落入水中，是上天派来
人间的天使。满池的荷花，每
一朵都有自己的姿态。有的
紧紧抱住自己的粉衣裳不肯
露面；有的张开两三片花瓣，
像是在窥探外面的景色；有的
则大胆地张开花瓣，尽情舒展
着自己素雅美丽的身姿。纯
洁素雅、娇艳美丽的荷花令我
爱慕，我看着这些洁白如玉、
粉红似霞的“少女”，不禁想到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别样红”的诗句。
“哗啦！”清脆的翻水声打

破了荷塘的宁静。瞧！一群
小鱼，它们在水中欢快地游来
游去，你追我赶，躲躲闪闪，像
在玩捉迷藏。突然，一条小黑
鱼一跃而起，在空中划出一道
美丽的弧线，晶莹的小水珠在
空中划过，在阳光下金光闪
闪。我被这诗情画意的美丽
景色陶醉了……

指导老师 李贵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