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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区科学技术协会
萧山日报小记者团

联合出品

萧山日报小记者团曾有一位“国际
小记者”，他是来自韩国的李准桓同学。
10月27日下午，李准桓妈妈和她的韩国
朋友做客萧山日报社，32名小记者们跟
着两位阿姨了解韩国文化，学习韩语、体
验韩国游戏……

观看了介绍韩国名胜古迹和风土人
情的视频，当李准桓妈妈告诉小记者们，
其实韩国离我们很近，从杭州坐飞机出
发，只要两个小时就能到达，好几个小记
者表示，原来韩国跟我们是这么近的邻
居啊，难怪韩国的风俗和游戏与我们中
国的这么像。

接着就是学习韩语环节，小记者们
认真地跟着阿姨说韩语写韩文，并在阿
姨的热心指导下，大家在贺卡上用韩文
写下了对长辈的祝福。亲手用彩纸叠一
套漂亮的韩服、和小伙伴一起玩一玩韩
国游戏，在欢乐的笑声中结束了今天的

“韩国之旅”。
活动结束了，小记者们吃着甜甜的

韩国糖果，用新学到的韩语和韩国朋友
恋恋不舍道别。（文/摄 陈瑶）

小记者郑翊凡浦阳镇小501班
阿姨向我们介绍了韩国的核心文

化——韩语。每个国家都有独特的语
言，韩国也不例外。阿姨用地道的韩
国语教我们说：你好、谢谢、爸爸、妈
妈、我爱你等简单韩语，我们听着完全
陌生和全新的语言，开心地大声念着，

同时还将学会的韩语写在了阿姨送我
们的爱心贺卡上，让我们带回家给爸
爸妈妈看呢。

韩国的服饰和泡菜也最著名啦！为
了进一步让我们了解韩国服饰文化，阿姨
给我们每位小朋友准备了两张正方形彩
纸，我们一边看幻灯片，一边跟着阿姨学，
没一会工夫，两张彩纸就在我们的小手中
一折一变，变成一套套韩服啦！有男的、
女的、红的、绿的、花的，漂亮极了！另外
阿姨还跟我们讲了腌制泡菜的过程，很复
杂，很麻烦，而且腌制时间很久。

最后，阿姨还教我们玩了韩国游戏，
我们玩了一次又一次，都不肯停下来，这
让我们不得不陶醉于这欢乐的课堂之
中。临走时，阿姨还给我们每位小朋友
分发了礼物——韩国糖果，我们吃着糖，
心里甜蜜蜜的，真希望有朝一日能去韩
国看看，体验一下韩国的文化，感受这丰
富多彩的韩国习俗。

10月26日下午，由萧山区文明办、萧
山区教育局、共青团萧山区委、萧山区公安
分局交警大队、萧山日报社主办，《少年学
报》编辑部、萧山日报小记者团承办的“壮
丽七十年，文明交通护成长”萧山区首届小
学生交通安全知识竞赛总决赛在萧山区文
化中心世纪剧场举行。

经过紧张又激烈的比拼，本次知识竞
赛最终诞生了一等奖1个队伍，二等奖2个
队伍，三等奖3个队伍，优秀奖3个队伍。
萧山区文明办副主任王伟东、萧山区教育
局党委副书记颜泽平、萧山区公安分局交
警大队教导员何锦泰、共青团萧山区委副
书记高良、萧山日报社副总编辑孟再励到
场观看比赛并为获奖选手颁奖。

据介绍，大赛组委会通过前期的初赛、
复赛和半决赛的激烈角逐，高桥金帆实验学
校、汇宇小学、金山小学、劲松小学、南翔小
学、南阳小学、三盈小学、世纪实验小学、湘师
附小9个学校的队伍成功晋级总决赛。当天
下午，27名参赛选手们和9名家长登上了总
决赛的舞台。

本次总决赛分为小试牛刀、初露锋芒、
巅峰对决三个环节，环环相扣，紧张刺激。
个人必答题、个人抢答题、团队抢答题、家
长题，多样的比拼方式，使得整场比赛悬念
丛生，高潮迭起，有时离成功晋级只是一题
之差。实景照片题、情景视频题、现场交警
演示题，多样的题型设计，使得竞赛更加贴
近生活，让孩子们有了更直观、深刻的认知
和感受，明白交通安全知识就在我们身
边。“壮丽七十年，文明交通护成长”，中场
环节，来自浙江艺星学院的同学们表演了

“我和我的祖国”舞蹈节目，随后城东小学
少年警校同学们带来了精心准备的“少年
交警助力文明交通”节目，两个节目贴合主

题将本次比赛的氛围推向了高潮。
为了让社会各界人士更多地关注青少

年交通安全教育，前期9个队伍的参赛选
手们已通过文明萧山、萧山教育发布、萧山
交警、萧报小记者、浙里少年微信平台进行
风采展示，接受广大网友加油助威，得票最
高的劲松小学小青松小队获得了本次知识
竞赛的最佳人气奖。

比赛能够圆满、成功地举办离不开老师、
学校、片区的大力支持，本次知识竞赛设立了
优秀辅导老师奖，最佳指导老师奖，最佳个人
组织奖，最佳团队组织奖。而在半决赛、复赛
中表现优秀的选手们也被授予“交通安全小
卫士”和“优秀交通安全员”的荣誉称号。

以赛促学、以学促用，此次知识竞赛的
举办充分调动了同学们学习交通安全知识
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对普及宣教我区少年

儿童交通安全知识工作具有积极意义，将
家庭、校园与社会联系起来，能够进一步提
升全民文明交通意识，有效防控交通安全
事故，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文/沈钰燕 摄/
蔚佳豪）

为进一步提高青少年科学素养，为每
个孩子构建科学探究的乐园，由萧山日报
小记者团联合萧山区科学技术协会共同打
造的科学活动——“科学色拉酱”先后走进
多所小学，为同学们送去丰富的科学体验。

10月29日中午，科学色拉酱导师、省
地质调查院地质矿产研究所副所长汪建国
老师为劲松小学的70 余名小记者送去了

《萧山的地质演化史》的讲座，带领大家了
解萧山的前世今生。汪老师从萧山是怎么
来的？萧山有多大年龄？萧山有过海吗？
萧山有过火山喷发吗等五大方面着手，图
片结合案例、让小记者动手做实验，用生动
的语言、丰富的科学知识，深深抓住了台下
同学们的心。一小时的课程在同学们积极
热烈的互动中结束了，大家感到意犹未
尽。科学不再是书本上枯燥的知识，科学
就在我们身边。（文/摄 陈瑶）

小记者王奕博劲松小学 301班
10月29日，科学色拉酱导师汪建国老师

为我们小记者们上了一堂生动活泼的科学色
课：萧山的前世今生——萧山的地质演化史。

“九岛八盆七寒冬，五四大海一火山；
南高北低萧山貌，八千文明跨湖桥。”瞧！
这就是我们萧山的从古至今。

汪老师让我们坐上时光机，穿越到
9亿年前的萧山。原来那时候的萧山只
不过是一个岛弧。经过一亿年的地质
演化，这个岛弧渐渐拉成了一个盆地。
萧山最初的样子就形成了。又经过一
亿年的演变，整个地球变成了冰天雪
地，零下50摄氏度，估计能让人的口水
全部结冰。转眼间，我们又坐上时光机
参观了萧山以前的汪洋大海和火山世

界。相信大家一定会惊叹不已：“萧山
有这么多变化？”

老师还跟我们说了很多鲜为人知的知
识，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火山喷发了。我
一直以为萧山是块宝地，台风不太来，火山
爆发和地震几乎没有。汪老师给我们的一
次次展示，揭晓了答案。“一、二、三……”我
一会儿抬头细听，一会儿埋头写好笔记。
等到后来老师提问时，我立马举手示意，然
后抢着回答：“第一次在9.2亿年前，第二次
是8亿年前，第三次是1.3亿年前！”有付出
就有收获。老师因为我回答这个问题又准
又快，便奖给我了一块贝壳化石。我可高
兴了。

这真是一堂既有用，又很生动的科
学课。

10月25日下午，衙前二小的36名小
记者作为学生代表和恒逸仁和学校的同
学进行了联谊实践体验活动。

在辅导员的带领下，大家来到了“百
草园”德育实践基地，负责人周老师介绍
了各种农作物的特点和生长习性后，同
学们前往番薯地体验丰收之乐。大家三
五成群，相互帮助，不一会就收获了满满
的成果。田地间的劳作让同学们既体验
到了收获的快乐，还明白了口中之食的
来之不易。

紧接着，同学们将番薯送到了食堂
清洗并蒸煮。在等待过程中，电子报告
厅上演了精彩的农耕知识大抢答活动。
大家对各种农耕知识饶有兴趣，纷纷踊
跃发言，愉悦之情溢于言表。热气腾腾
的番薯出炉了，同学们垂涎三尺，迫不及
待地想品尝自己的劳动果实。那香甜软
糯的味道仿佛沁入了每个人的心中，怎
一个赞字了得。

在这个硕果累累的季节，小记者们
与秋天拥抱，与快乐同行，充分享受着大
自然带来的轻松与惬意。此次社会实践
活动不仅展示了同学们良好的精神面
貌，还增长了知识，结下了友谊，学会了
团结与合作，展现了最美的红领巾形
象。（文/通讯员汤舒艳沈艺摄/陈瑶）

小记者泮弈辰衙前二小601班
刚开始挖番薯的时候，大家都没有

经验，在地上不停地扫视，看到裸露的番
薯赶紧伏下身子，开始挖。挖着挖着，我
便找到了窍门。首先，要仔细寻找露在
外面的茎，找到后就拉住使劲地拔，但也

需要注意不要拔断，在拔出来的番薯旁
边，一般还会有几个小番薯，这个时候向
四周挖一挖，就能找到那几个“漏网之
鱼”。其中，有一根茎很难拔，我使出了
吃奶的劲，整个人都往后仰了，才将番薯
拨出来。啊！好多呀，一个茎上连着七
八个，再往边上刨刨，又挖出了两三颗较
大的番薯。

经过20分钟的“战斗”后，我们便收
获了满满的劳动果实。每个小组都带
着自己的胜利果实，在百草园门口拍照
留念。接着，我们将番薯送去食堂，交
给食堂的阿姨洗煮。之后便回到了电
子报告厅进行本次活动的知识答题，还
上台发表了各自的活动感想。等我们
再次回到食堂的时候，空气中已经香气
四溢，让人口水欲滴。大家手中拿着香
喷喷的番薯，吃得津津有味，脸上洋溢
着幸福的笑容。

科学色拉酱之“萧山的地质演化史”

2019国际数字教育展上，萧报小记者专访崇文大校长

俞校长寄语孩子们，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萧山区首届小学生交通安全知识竞赛总决赛圆满落幕 童眼看世界之走进韩国

上周末，2019 国际数字教育展在杭
州梦想小镇未来科技城举办，它以“遇
见·无限·未来”为主题，众多来自国内外
的教育界大咖在这里分享他们的教育理
念。教育展中，有专业展览、论坛会议、
竞技赛事等三大板块活动，还有十大国
际展团参展、名家名企汇聚，内容丰富、
精彩纷呈。

10月27日，20多组萧山日报小记者家
庭前往未来科技城学术交流中心，参加

“2019国际数字教育展——‘科技赋能青少
年教育’分论坛”。论坛以“科技赋能”“美
好教育”“少年强国”为主题，小记者们认真
听讲，记下心得体会，列好采访提纲。“我现
在已经准备了9个问题。”小记者王瑜格自
豪地向芋圆姐姐展示自己的采访本。

“每天都有机器人管家打扫房屋，我们
坐着无人驾驶的汽车去学校读书，爸爸妈
妈的手机网络已经升级到10G了……”萧
报小记者谭天悦作为少年代表上台开启

“梦想国——我的2049”时间胶囊，并朗读
了一封来自2049年的信。

崇文教育集团党委书记、总校长俞国
娣以“科技点亮童年”为主题分享了科技教
育的“六个一”创新，即一周科技节、一场科
学秀、一个发布会、一个未来空间、一个实
践基地、一次科考之旅。她表示“我们希望
从小培养孩子们的科学家精神，把科学家
精神落到实处。”演讲结束后，萧报小记者
和俞校长面对面，围绕崇文创新的教育模

式提出了许多有趣的问题。
“俞校长，崇文有这么多好玩的项目，

会影响大家的学习吗？”
“学习都是相通的，不仅仅是课本上的

知识。”俞校长答道，“作为老师，我不能只
管孩子一门课，比如阅读、比如作文，我们
要考虑的是孩子完整的成长，关注对于孩
子成长来说有利的那些技能、那些知识、那
些素养。”

当谭天悦问道：“俞校长，崇文学校有
这么多丰富的课外活动，学生们都有时间
参加吗？他们没有课外兴趣班吗？”

俞校长笑眯眯地夸到：“你这个问题问
到点子上了！”

“我们的学生在校内就有足够多的学
习课外知识时间，为什么还要到外面去学
呢？他们的课表都是自己制定的。而且我
们学校有分层教学机制，可以为每一个学
生提前上下课。”

采访结束后，俞校长亲切地为小记者
们写下成长寄语，期望小记者们能发挥自
己的专长，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文/沈钰
燕 摄/蔚佳豪）

萧报小记者萧报小记者萧山交警萧山交警

文明萧山文明萧山 萧山教育发布萧山教育发布

相约百草园 共享丰收乐

小记者王瑜格临浦镇中813班
现场众多教育界大咖中，令我受益

最深的是崇文教育集团党委书记、总校
长俞国娣带来的演讲。她向我们展示了
一个新的教育理念“科技点亮童年”，同
时也给大家带来了他们学校令人羡慕的

“六个一”科技成果：一周科技节、一场科
学秀、一个发布会、一个未来空间、一个
实践基地、一次科考之旅，既可以让孩子
在玩中学，学中玩，又可以增加他们的创
造力，想象力，如此一举两得，则不令孩
子向往？

会后，我们小记者采访了俞校长，“您
是否会担心学生文化课程进度会跟不
上？”“您又是如何看待当今社会的传统教
育的？”她耐心地为我们解答这些提问。

“身为校长，深知发掘学生潜能是十分重
要的，在这些机会中可以提高学生的技
能，同时也能增强学生知识素养，人的成
长离不开一些必须的条件，在生活中学
习，在集体中成长。当人的动力、素质、好
奇心被激发出来，自然可以缩短课程。提
高效率，因为学习是相通的……”俞校长
的话引起了我们的深思：教师，多么伟大
的职业。教师，多么亲切的称呼，在教育
事业迅速发展的今天，科技强国，科教兴
国，科技教育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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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韩国的风俗和游戏

小记者与崇文教育集团党委书记、总校长俞国娣合影 俞国娣校长耐心回答小记者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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