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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日，我参加了一
场主题为“豫”见郑州，一路

“童”行的研学活动，收获很
多。

我们到达的第一站是河
南日报报业集团。在这里，
我们听了一堂安然老师的
课。安然老师曾在教科书上
发现了37处错误，他给我们
讲作文难在何处，浅显易懂，
对我提高写作很有帮助。

随后的参观也都让我
印象深刻。在河南地质博
物馆，里面有恐龙展厅、生
命展示厅等。恐龙展厅里
有郑州开采出来的恐龙化

石，组成了许多的恐龙骨
架。有的恐龙高18米，脖
子都有9米，非常大。而有
些恐龙非常小，我们还见了
恐龙蛋以及各种各样的化
石，真是大开眼界！在河南
博物院，讲解员带着我们一
一观看和讲解。博物院里
有许多金钗和金杯，还有用
象牙雕刻的白菜……琳琅
满目，熠熠生辉。

郑州一日游，我非常开
心，因为我学到了许多知
识，认识了更广阔的世界，
得到了独特的体验。

指导老师 李贵歌

5月25日，我参加了一
场主题为“豫”见郑州，一路

“童”行的研学活动。
在车上，导游给我们介

绍了即将去的地方，并和我
们做游戏，一路欢声笑语。

活动中，有两个地方让
我印象深刻。其中一个是

“大玉米”，它是一位外国建
筑商设计的，它的附近有许
多“大金蛋”，这些“大金蛋”

围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金色
的“蝴蝶”，非常好看。

另一个难忘的地方是
河南地质博物馆。一进大
门就是一个大恐龙，大家惊
叹不已。在这里我还看到
许多恐龙化石，仿佛回到了
恐龙的时代！

这次经历让我的见识
更广了，以后有这样的活动
我还会参加。

在我的记忆里，许多琐
事就像那一行行深浅不同
的脚印，被岁月的洪水一
冲，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唯
有一件事却像一棵参天的
大树，深深地扎根在我的心
中。

那天早上我六点钟就
起了床，像大鸟一样，伸了
伸懒腰吃了早饭，走到了赵
庄村的大队部。因为村主
任说了，去郑州的小朋友今
天要在这里集合。教官给
我们每个人都发了一个红
色的马甲和红色的帽子，上
面都印有“大河报小记者”
的字样。我明白啦，今天要
干什么，原来是让我们当记
者。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来

到了郑州，郑州真是太美丽
了！

我们来到“玉米楼”，它
有58层。电梯非常快，几
乎一分钟就到了58楼。站
在那里俯瞰郑州，四周美景
一览无余。

随后，我们来到了河南
地质博物馆。在这里，我看
到了以前的海底生物。最
好玩的是，这里还有让我们
亲手试玩的电子游戏。

夜晚，暖风柔和地吹
着，我们上了大巴。坐在车
上，脑海里又浮现出难以忘
怀的事。我想，未来的世界
很奇妙，我相信到了那时，
所有的变化都是翻天覆地，
哈哈，大家等着瞧吧。

指导老师 张玉洁

5月25日，我参加了
“豫”见郑州，一路“童”
行的研学活动，河南日报
报业集团还专门派了一
辆大巴车来接我们，我们
40多个小朋友高高兴兴
地坐上车去郑州了。

我们第一站到的是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听说
那里是拍新闻和视频的
地方，我们都非常激动。
在那里我看到了很早以
前的报纸，报纸是石牌做
的，上面还刻着很多的
字，没想到原来的报纸居
然是这样的。我们还见
到了原来的印刷机，感叹
他们竟然那么大。

第二站主要是参观
“玉米楼”，它之所以叫
“玉米楼”是因为它的外
形很像一个大玉米。我
们一到“玉米楼”的顶层，
都迫不及待地来到了窗
边，隔着玻璃窗向下望，
几乎整个郑州都能看到，
让人瞬间感受到郑州东
区的飞跃发展和进步。

第三站我们来到的
是河南地质博物馆，那里

有很多我没见过的东
西。我记得最清楚的就
是里面有很多恐龙化石，
我还亲手摸了摸，有一股
强大的气势瞬间浸透全
身。

那些恐龙化石都很
高大威猛，有一种恐龙化
石的脖子非常长，大概有
十几米。博物馆里面还
有一些原始植物，它们一
个个长得奇形怪状的，让
人惊叹。

第四站是河南博物
院。我们刚进去时看到
的是一颗牙，那颗牙很奇
怪，感觉跟现在的牙不太
一样。讲解员告诉我们，
这是几千年前人类的牙
齿。我很惊讶，仿佛在穿
越历史，与古人对话！

接着我们又看到了
一个大大的房子，那是一
个庭院。这个房子高大
气派，非常的好看，让人
感觉似乎那是一个有钱
人才能住的地方。

坐到返程的车上，我
的心里还在想着所见到
的一切，我这一辈子都不
会忘记，这已成为我一生
中美好的回忆。

指导老师 张书凡

5月25日，我参加了
“豫”见郑州，一路“童”
行的研学活动。

这天一大早，我们就
出发了。从赵庄村到郑
州需要一个半小时。在
大巴车上我们了解了当
天的行程安排：参观报业
集团，感受时代变迁；名
师授课，用笔记录精彩瞬
间；登顶“大玉米”，从云
端俯瞰绿城；穿越时空，
探寻上亿年前地球历史；
游河南博物院，感受五千
年文化史。

我和小伙伴在车上
有说有笑，很快就到达郑
州了。第一站，参观报业
集团，感受时代变化。在
这里，记录了河南日报报
业集团与时代同行，迈向
现代的坚实足迹。在这
里，我们感受到“新老”融
合，不是简单的报网融
合，而是在形式创新、深
度融合上下了大功夫。
了解了与祖国同龄的河
南日报，记录新中国伟大

建设成就辉煌历史，感受
时代脉动。

接下来是登顶“大玉
米”。昔日，郑州满是荒
草，如今，这里已变成一
座人口超百万的现代都
市。2015 年，李克强总
理来河南考察时登上了
郑东新区千玺广场大厦
顶层，如今，我们也登上
这座 280 米高的“大玉
米”的建筑，从云端俯瞰
总理亲自主持绘制的蓝
图全貌。

随后我们去了河南
地质博物馆和河南博物
院。了解了远古时代的
恐龙，感受了河南五千年
的历史脉络。

通过这次研学活动，
我领略了丰富多彩的中
原文化。我为自己是一
个河南人而感到骄傲，
我下定决心，要从现在
开始好好学习，为河南
的崛起贡献一份自己的
力量。

指导老师 高丽娜

花儿开了又谢，鸟儿去了
又来。时间过得好快，一转眼
我已读初二。可是每当我路过
嘉贝幼儿园，看到那扇大铁门，
就会想起铁门里的那位“仙
女”——芳芳老师，我的启蒙老
师。

三岁入园时，我在幼儿园
门口哭得撕心裂肺。这时，从
铁门里笑盈盈地走来一位美丽
的女老师。她从爷爷手里接过
我，抱着我，逗着我玩。她领着
我来到装饰得如同仙境一般的
温馨教室，领着我和小伙伴们
做游戏，我结识了很多新朋友，
很快我就适应了幼儿园生活。

幼儿园周一升国旗，有一
次我当主持人，心里七上八
下。“别怕，加油！”芳芳老师亲
切地拍拍我的小脑袋。我紧握
话筒，字正腔圆地背出了属于
我的那几句台词。她在台下欣
喜地给我伸出大拇指，眼睛也
笑成了月牙。在日常行为规范
方面，芳芳老师教会我们说礼
貌用语，用完的东西要放回原
位，要孝敬父母、尊重长辈，要
助人为乐……幼儿园的我们像
一张单纯可爱的白纸，芳芳老
师在白纸上涂上了鲜亮的底
色。那时学到的东西、养成的
良好习惯，至今仍使我受益，并
且将伴随我一生。

有一年夏天，芳芳老师带
着我们去新郑。我们在枣林里
捉迷藏，摘枣子，那浓绿的树荫
间投下的斑驳光影，还有星星
点点的枣红，直到今天还历历
在目。树林里我们的笑声像一
串串断了线的银铃铛，摔在地
上发出清脆的响声，鲜活了那
一整个夏天。她后来又带着我
们造访郭亮村，去触摸大自然，
我手脚并用往上爬，终于爬上
了山顶，虽然累得气喘吁吁，但
我们都很高兴，在山顶上欢呼
跳跃。

幼儿园的三年时光是我童
年中最美好的岁月，那段日子
虽然离我越来越远，可芳芳老
师还有小伙伴们的笑脸时常在
记忆的帷幕里绽开，不曾褪色。

人生若只如初见。门前树
上丁香花落了，我也不再是小
孩子。可是芳芳老师，还有她
那温暖的手，早已刻在记忆
中。她永远是我印象中幼儿园
那扇铁门里的仙女，守护着一
方童话仙境，还有许多许多小
豆丁的童年。

今后无论我走到天涯海
角，永远不会把你忘记：铁门里
的仙女老师——曹艳芳老师。

指导老师 史鹏林 翟兰玉

感受时代变化
□登封市石道乡中心小学五（3）班 史星泽

研学旅行记
□登封市石道乡中心小学四（2）班 井泽源

收获满满的一天
□登封市石道乡中心小学六（2）班 史丽丽

郑州之行
□登封市石道乡中心小学五（2）班 贺翔宇

美丽的郑州
□登封市石道乡中心小学五（1）班 段晓丽

仙女老师
□郑州枫杨外国语学校八（12）
班 程姒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