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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桐柏路新开
了一家3000平米的书店，
你知道吗？”在今年暑假的
时候，家长们的朋友圈都
被这条微信刷屏了，是什
么让家长们对这家书店这
么关注？10月21日，大河
报小记者走进郑州购书中
心桐柏路睿海店，一探究
竟。

10月21日上午，80余
名大河报小记者走进郑州
市西南区这家占地 3000
平米的书店。

“小记者们，你们看图
书的时候，有没有看图书
的‘五知’啊？”购书中心的
讲解人员问道。

小记者们疑惑地问：
“什么是图书‘五知’啊？”

讲解人员解释说：“图
书五知是，书名、作者、出
版社、价钱、内容，这些是
你们读书的时候，也要记
住的！”

在购书中心内部开
设有专门的英语角，每
周都有外教来这里
和小朋友互动。此
次，小记者走进
购书中心，图书
馆工作人员特
意邀请来自
美国的外
教 与 小
记者互
动。

在英语角，外教和小记
者进行了热情洋溢的互
动，来自纬五路一小的小记
者用流利的英语和外教进行
对话，外教不禁竖起了大拇
指：“Good。”

购书中心主任陈爽
告诉记者：“今后，购书
中心还将举办名家讲
座、读书分享、艺术
交流等文化活动，
使这里成为集文
化交流、创意集
聚、时尚展示
于一体的城
市文化会
客厅。”

10 月 20 日下午，
80余名大河报小记者走
进郑州市高新区金菊街
消防中队，进行参观学习。

“这个消防装备是液压
钳，看着像不像小龙虾的钳
子？”消防队员问，小记者们笑
着回答“像”。

“别看这个液压钳体积不
大，力气可不小，拇指粗的钢棍，
它轻轻松松就可以剪断。”消防队
员边说边拿着一个钢棍当场给小
记者演示起来，只见那钢棍随着钳
子合拢“砰”的一声断成两截，小记者
们看到这一幕，情不自禁鼓起掌。

在消防队员开出云梯消防车的时
候，小记者们纷纷猜测这个“大家伙”
可以升多高，消防队员给小记者们
解释说：“目前世界上最高的消防
云梯大概能抬升到112米，约40
多层楼的高度。101米云梯车

是国内目前最

高的消防云梯车，约35层
楼的高度。我们现在看到
的这台消防车属于中型消
防车，可以升到40米的高
空。”

在给小记者们解释了
云梯消防车的功能后，消防
队员现场选了几名小记者
体验云梯升高救援过程。
看着几名“幸运”的小记者
和消防战士们一起升到40
米的高空，小记者们都兴奋
地向高空中的“小记者体验
团”挥手示意。

在“小记者体验团”落
地后，郑大实验小学四（1）
班的汪佳宜告诉记者：“在
高空，我自己站在那都特别
紧张。一想到消防队员们
在那么高的空中，还要去救
别人，消防队员真是世界上
最勇敢的人。”

“大家
知道大

象陶瓷博
物馆名字

的由来吗？”
博物馆工作人

员问道。
小记者们回

答：“是不是因为
博物馆里有大象？”

博物馆工作人员
笑着解释道：“我们河

南的简称是‘豫’，人象之
合是古代河南的地域特

征。我们博物馆展示的是

河南省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陶
瓷艺术展品，所以命名为大
象陶瓷博物馆。”

小记者们纷纷拿出采访
本，认真地记下来。

这是10月20日上午，在
郑州市大象陶瓷博物馆里，
大河报小记者参观学习的一
个画面，当天60余名大河报
小记者，前往学习我国陶瓷
文化历史知识。

“在我国唐代的陶瓷作
品中，唐三彩最受关注。”博
物馆工作人员说，“唐三彩属
于低温釉彩，是在陶器表面

施釉，使得器
物本身有了类
似瓷器的华彩，
还使器物的装饰
纹样有了更丰富
的内容，比如云气
山峦、羽人驾龙、骑
射狩猎等图饰。”

看着孩子们在采
访本上写下的知识，家
长们对小记者的努力纷
纷点赞：“通过这些活动，
孩子们不但收获了课外知
识，还提升了综合素质，非
常有意义。”

快乐
周末

走进中华家谱馆

小记者追溯中华姓氏起源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何洪帅 文图

城市会客厅里展能力
大河报小记者走进郑州一家3000平米书店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何洪帅 通讯员 路毅

蜻和蜓竟是两种昆虫蜻和蜓竟是两种昆虫！！
大河报小记者中原农业博物馆里学知识大河报小记者中原农业博物馆里学知识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何洪帅 文图

陶瓷博物馆里
话“大象”

大河报小记者学习中华陶瓷文化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何洪帅

10 月 20日，100多名
大河报小记者走进位于河
南农业大学文化路校区
的中原农业博物馆，探寻
农业历史的演变、鸟类
世界的秘密，以及昆虫
和人类的关系。

在“鸟类世界”
展厅中，那一只只
栩栩如生的鸟类
标本，让小记者们
惊呼，“原来大自
然里还有很多
美丽的鸟儿我
们不认识”！

“ 小 记
者们，我们
平时总说
蜻蜓，但
你 们 知
道 吗 ？
其 实
‘蜻’
和
‘
蜓
’

是两种昆虫。”“啊？蜻蜓不
是一种吗？”热闹的“昆虫王
国厅”中，此起彼伏的问答声
无不透露出小记者们渴望获
得更多知识的心情。

讲解员耐心地为小记者
们一一作答：“中原农业博物
馆中收藏的昆虫标本有15
万余号，近 400个科，5000
余种，数量占中原地区已知
昆虫种类的60%以上。”

讲解员详细介绍了部分
昆虫的名字和习性，昆虫与
生态平衡的关系，以及昆虫
与文学创作，有小记者说出
了“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春蚕
到死丝方尽”等诸多文学名
句，赢得了大家的掌声。

中原农业博物馆副馆长
周剑林说：“博物馆将不断丰
富馆藏内容，拓展展示空间，
争取早日建设成为国内农业
生物资源保藏与系统研究的
区域中心、中原农业文明与
农业发展战略的研究基地、
青少年素质教育与农业知识
的科普场所。”

重阳节 老教师收了新徒弟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谭萍 通讯员 任继梅

10月17日重阳节下午，郑州市金水
区勤工俭学管理办公室举行以“尊老、爱
老、互助”为主题的年度重阳节茶话会活
动。

活动开始，郑州市金水区勤工俭学管

理办公室书记李明代表单位
向老教师介绍了近年来单位
在辖区校园食堂管理等方面
发挥的重要作用，并总结了近
几年的老干部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茶话会现场，老教
师们不仅与在职教师交流经验，倾诉
心声，还进行了师徒结对。“师徒”们用
相机记录精彩一刻，在相互祝福中表
达了深厚的职业情谊。

大河报小记者体验40米高空救人

“消防员是最勇敢的人”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何洪帅 通讯员 罗执平

为传承优良家风家
训、弘扬优秀传统文化，10
月 21日，100多位大河报
小记者走进中华家谱馆参
观学习，追溯中华姓氏的
起源。

进馆后，家谱馆馆长
金涛以“唐僧到底姓什么”
作为开场，引起小记者们
对姓氏的好奇。在金馆长
的讲解下，小记者们了解
到，姓氏起源都是来自伏
羲，距今已有七千多年的
历史。在中国曾经拥有两
万多个姓氏，经考证《中华
姓氏大辞典》就收录有
11960多个，经过漫长的时
间长河，逐渐演变成目前

常用姓氏五

百多个。
在“中华姓氏树”前，

小记者们纷纷在树上找寻
自己的姓氏，也发现了诸
多稀有姓氏。在“家谱知
识问答”环节，小记者仇涵
玉一口气说出了自己父
亲、祖父、曾祖父的姓名，
博得了满场掌声。

五里堡小学一名学生
的家长说：“这些年没有回
过老家，都快忘记自己的
家族也曾经有厚厚的家谱
了。听到小记者能一口气
说出四代人的姓名，我觉
得自愧不如。以后真的要
对孩子注重家风家训的教
育。通过今天的活动，孩
子们学到了很多，感谢大
河报和中华家谱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