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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小记者AⅠⅠ·20

投稿邮箱：dhbxiaojizhe@
126.com

作文将在微信公众号“大河
报教育在线线””同步推出同步推出，，微信投微信投
票活动中得票最高的还有机会票活动中得票最高的还有机会
获得精美礼品哦获得精美礼品哦！！

观察，是十分重要
的。不仅要会观察，还要
会思考。

人的一生都离不开
观察。刚出生时，观察周
围的环境；上学了，观察
身边的同学；工作了，观
察身边的同事；当我们渐
渐老了，静下心来，会注
意到人生风景如画。观
察会帮助我们增加知识、
促进成长。

科学发现离不开观
察。有个叫谢皮罗的科
学家，他很善于观察。有
一次他洗完澡，观察到放
水时，水是逆时针方向形
成漩涡流走的。在这个
观察结果的基础上，他经
过思考、实验和总结，得
出这是因为地球自转影
响引起的水漩涡。由于
地球自转，在南半球，水
呈现顺时针漩涡流走，在
北半球就是逆时针，而在
赤道上水则是没有漩涡
的。我也试了，确实在北

半球我家的洗漱池里，水
是打着逆时针的漩涡流
走的，这真是有趣！

另有一位生物学家
密卡尔逊，他通过观察，
发现了美国东海岸与欧
洲西海岸竟有着同一种
蚯蚓，要知道这中间隔着
大西洋，而同一块大陆上
的美国东海岸地区却没
有这种蚯蚓。密卡尔逊
的发现，给了正在研究大
陆与海洋起源问题的德
国地质学家魏格纳很大
启发，小小的蚯蚓不可能
横渡大洋，他因此用蚯蚓
的分布来证明了美、欧大
陆远古时候是相连的。

从洗澡水联想到地
球自转，从蚯蚓分布推论
大陆起源，由此可见，观
察和思考十分重要。所
以，我也要像这两位科学
家一样，善于思考、观察，
并拥有“打破砂锅问到
底”的精神。

指导老师 郭婷

我有一个快乐的家庭，家
里有爸爸、妈妈、外公、外婆、
弟弟和我，我们生活得幸福、
舒心！

第一号人物：羊爸爸！我
有一个属羊的爸爸，虽然常听
人们说属羊的人非常温顺，但
是他更像一只“狼”。每当我
犯了错误，他就会像审问犯人
一样问我“为什么做错了”。

第二号人物：鸡妈妈！我
有一个属鸡的妈妈。爸爸经
常不在家，她要照顾我和弟
弟、辅导我写作业、接送我上
学，还要去上班，她上班的时
候非常勤快！

第三、四号人物分别是我
的外公和外婆，他们是一只只

“大蜜蜂”。外婆要每天早上

起来给我们做饭，帮妈妈做家
务活，她还种了一块地呢。外
公每天早早地就去上班了，我
们起床的时候他都已经不在
家里了，他的工作是修花和修
草，每天工作很积极。

第五号人物是弟弟。他
就像一只“小猴子”，非常调
皮，总是坐不住，跳来跳去的，
小嘴巴也总是不停地说这说
那。

第六号人物就是我。我
就像一只小老虎，有用不完的
精力，还很会思考。我的爱好
也很广泛，我喜欢打羽毛球、
下棋、打篮球……

这就是我的家庭，快乐幸
福的大家庭！

指导老师 陈娇

周三下午，天空晴
朗。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
情，早早地来到了郑州东
站，虽然来过高铁站很多
次了，但是这次最特别，因
为我们大河报小记者要参
加高铁站研学活动。

到了郑州东站，我环
顾四周，不由感叹道：“这
里可真大呀！”大河报老师
为我们请来高铁讲解员，
带我们参观并进行详细讲
解。我们首先来到了售票
厅，通过讲解，我们知道了
有三种售票方式，分别是
人工售票，电子售票和互
联网售票，旅客们可根据
需要，选择不同的售票方
式，真是方便快捷。

然后，我们上了二楼
候车厅，候车厅分为重点
旅客候车区、普通旅客候
车区和商务候车区。讲解
员告诉我们，重点旅客候
车区主要是针对老、幼、
病、残、孕等特殊人士开
放，它还设有儿童小型乐
园、图书馆和母婴室，听到
这些，我在心里暗自为这
样的设计点赞：他们想得
可真是周到啊，太人性化
了。

接着，我们又了解到，
高铁东站总的面积是41.7
万平方米，高铁最高时速
可达355千米，听到这些
庞大的数字，我的内心很
激动。

最后我们又参观了
5G体验馆，由专业网络讲
解员为我们讲解了5G和
4G下载速度的区别，在
5G网络的支持下可以播
放 8G清晰视频，我好期
待5G网络光临我家的电
视！

短短两小时的参观，
让我感受到了祖国科技的
先进和强大，作为一名小
学生，我一定要好好学习，
长大为祖国的科技发展献
上一份力量。

指导老师 金潇

在我心目中，狼是一种凶
恶又残忍的动物，成语中就有

“狼狈为奸”“狼心狗肺”等。
但是，我读了沈石溪的作品
《狼国女王》之后，却对狼有了
不一样的看法。

这本小说的主角是一个
名叫紫葡萄的雌狼，它的丈夫
是帕雅丁狼群的狼王——盔
盔。在一年的冬季，狼群因为
找不到食物，而饿得皮包骨
头，狼王盔盔冒着生命危险去
和凶猛的孟加拉虎抢夺食物，
不幸丧命。于是饥饿的帕雅
丁狼群便把贪婪的目光投射
在盔盔的遗体上，大公狼歪歪
脖甚至跑过去啃食它的遗体，

紫葡萄竭力阻止，并跳下悬崖
追捕幼鹿，才使得盔盔能够保
留全尸。国不可一日无君，狼
也不可一日无王。在老母狼
朵朵菊极力推荐下，紫葡萄终
于成了帕雅丁狼群历史上第
一只女狼王，狼群的命运从此
改写。

在这本书里，我还看到了
母子之爱、臣民之爱、夫妻之
爱，在这些不同的爱中，我感
受到了动物世界也有美好的
感情存在。我相信紫葡萄狼
女王一定能用它出众的胆识
魄力、仁慈宽容，“治理”好这
个“狼国”。

指导老师 陈秀萍

周末，我们大河报小记者
参观了郑州市交通博物馆。

走进博物馆，老师问我
们：“同学们，你们知道古代的

‘加油站’叫什么名字吗？”
“叫驿站，古代人们骑马

远行，路上马累的时候，可以
让马在驿站休息，换一匹马继
续奔驰，这样可以更快地到达
目的地。”我立即回答。

“对，你们还知道什么站
吗？”老师继续问道。

我们七嘴八舌地说：“火
车站、汽车站……”

在博物馆里，我们参观

了飞行汽车，飞行汽车时速
可以达到700多公里。也了
解了潜水汽车，潜水汽车可
以潜到水下 80 米。我最喜
欢的是 F1 赛车。它的外观
非常炫，它上面的电气工程
等技术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技
术。

随后我们又去参观了
桥。桥的种类有很多，石桥、
木桥、天桥、立交桥等。

活动结束后，我下定决
心：一定要好好学习，争取将
来可以制造出更加炫酷先进
的赛车！

周六，我怀着无比激
动的心情，早上六点就起
床了，我急急忙忙地穿好
衣服，迅速洗漱完毕。

吃过早饭后，我和妈
妈一块来到楼下，约上张
家豪，一起来到了河南日
报报业大厦。我抬头一
看，报业大厦好漂亮呀。

我们一起走进报业
大厦一楼大厅，有序地排
好队。不一会儿赵老师
就来了，他把我们带到二
楼的一个会议室。赵老
师给我们详细讲解了报

纸的产生过程：采访、写
文章、组版、校对、印刷、
送报。

赵老师讲完之后，又
带着我们一起参观记者
们工作的地方。我看了
以后很惊讶，他们工作地
方干净整洁！

随后赵老师给我们
看了一个小视频，还带大
家一起做了游戏。

大家都说感觉今天
过得特别快，也特别高
兴。能参加小记者培训
会，我感到特别开心！

狼爱
□大河报小记者、郑州市惠济区东风路小学五（4）班 崔婧心

穿越时光看交通
□大河报小记者、郑州市经开区实验小学二（6）班 宋嘉乐

小小“动物园”
□郑州市高新区外国语小学四（7）班 董哲坤

回望历史

读书感悟

温馨家庭

用眼睛去发现
□郑州市金水区四月天小学五（2）班 刘芸豪

科学发现

快乐的培训会
□大河报小记者、郑州市管城区外国语小学二（13）
班 杨浩博

难忘周末

为祖国
高铁点赞
□大河报小记者、郑州市
管城区创新街小学三（8）
班 邹皓宇

科技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