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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下午，杭州植物园迎来了一
群特殊的客人，40余名萧报小记者穿行在
郁郁葱葱间，他们时而捡拾一片落叶，时而
抚摸沿途大树，在行走中学习科学知识。

学习科学离不开实践，如果小朋友们
在学习过程中贴近自然、贴近生活，那么
会发现科学并不抽象，反而那么有趣、生
动。本次行走中的科学课邀请了科学色
拉酱导师侯文英作为主讲老师，她以一草
一木为例，亲切地带领小记者们探索植物
的奥秘。“植物、动物、微生物构成了生态
系统。”侯老师以实际为例，让小记者们很
快明白了植物、动物、微生物分别在生态
系统中担任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的功
能角色。在植物园，即使是在秋天，入目
也大多都是绿色。“小记者们，你们知道植
物的三大作用是什么吗？”“我知道，有光
合作用。”高年级的小记者们马上就说出
了自己知道的知识，低年级的小记者则竖
起耳朵，准备认真听侯老师接下来要讲的
知识……

当小记者们走进百草园，看到数量繁
多、各色各样的不同品种植物，大家充满
了好奇和兴趣。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
曾这样告诉学生：“不学会观察，你就永远
当不了科学家。”他把“观察、观察、再观
察”当作座右铭，观察就是最贴近自然、贴
近生活的科学探究活动。这次活动中，小
记者们除了学习植物相关知识，他们还发
挥自己的观察能力，跟着侯老师绘制自然
笔记，“自然笔记不仅仅是绘画，还要将科
学知识点写下来，就像平时在记笔记一
样。”在绘制环节，小记者们挑选自己观察
的对象，他们眼神专注，俨然一副小小科
学工作者的模样，有的选择一棵粗壮的
树，有的选择了几片脉络清晰的树叶，还
有的发现了居住在树上的白蚁窝，高兴地
呼朋唤友前来观看。不一会儿，一幅幅色
彩丰富、内容多样的自然笔记就在小记者
们的笔下诞生了。

“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行走中的
科学课，突破学习的空间，充分利用大自然
的资源，让小朋友们在广袤的知识海洋中
遨游。今后，小记者团在确保安全的前提
下，会尽可能多地组织户外科学课，邀请专
业科普导师，将实验探究活动“搬”到室外
进行，让更多小记者体验有视野、有质量的
科普活动。（文/沈钰燕 摄/洪磊陈瑶）

小记者郭钉湘师实验小学601班
一路上，侯老师随着路程的变化，讲解

着沿途的花草树木，并为我们拓展一些新
奇的科学知识。植物、动物、微生物的相互
关系，植物的三大作用，植物的种类……植
物的生长仿佛是一本奇趣百科，浮现在我
们的眼前。

曲径通幽，我们一队人马，绕着一条
条林中小径，跨过石板台阶，回眸一看，已
是植被覆盖的百草园。 这里的植物长得
格外茂盛，层层叠叠，阳光从那参差的叶
缝里，投下斑驳的光影，增添一片生机。

在一颗杉树下，侯老师把我们召集了
过去，并为我们讲述自然笔记的做法，而
且还为我们做实地演示，用拓印之法，生
动还原了一块纹路分明的书皮。

我选了一棵参天古树，这棵树的树
干粗壮，像一个青年壮小伙。随后，我拿
出了铅笔、马克笔等工具，随之，在我的
细致创作下，一幅生动形象的自然笔记
便完成了。

接着，我们在百花争艳的园中广场拍
了一张集体照，名唤“园中小记者”。

科学无处不在，我们要善于观察，善
于发现，把课堂知识和生活相结合，更好
地理解科学的意义。

小记者巴雪菲闻堰二小602班
走进植物园，蔚蓝的天空，清澈的湖

水，五颜六色的花看得我眼花缭乱。导师
跟我们讲解了树木的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

以及蒸腾作用。光合作用是植物吸收二氧
化碳，放出氧气，发生在白天有光的时候。
呼吸作用是植物吸收氧气，放出二氧化碳，
发生在夜晚。蒸腾作用就是散失水分，使
气温降低。我们还认识了树的结构，然后
导师让我们尝试用画笔给画出来。

植物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它们不仅
可以美化我们的家园，还能够保护我们的
环境 ，请大家一定要保护植物！

小记者肖霈泽渔浦小学406班
走进植物园，映入眼帘的是两个硕大

的花瓶，瓶子上绘着两条巨龙，在绿树高山
之中飞舞，仿佛是看守这块宝地的忠实卫
兵。穿过长廊，一股潮湿空气夹带着泥土
的清香迎面扑来。好一片浓淡交错的绿，
在嫩绿的草地上，高大挺拔的柿子树，开满

金色小花的桂花树，红叶似火的枫树，硕果
累累的橘树……或高、或矮、或大、或小，让
人目不暇接。各种各样的花千姿百态，让
人眼花缭乱。红似火，白似雪，粉似霞，一
朵朵，一丛丛，花香沁人心肺。

石子路两旁，那棵棵高大的树像大蘑
菇似的，坚定的守卫着植物园。蜿蜒清澈
的小溪，没有波涛，明明亮亮，平平静静。
在溪中，点缀在荷花之间的花，有白的，有
粉的，有的如少女亭亭玉立；有的似明珠
若隐若现。高直挺拔的桂花树，在繁密的
枝叶间，正撒着点点滴滴碎金似的黄花，
一股股清香沁人心脾，真令人陶醉啊！

植物园专家老师还给我们普及许多
植物科学知识，包括树木的结构、植物的
作用、植物果实、树叶的各种变化以及其
特征，让我们学到了书本上没有的内容。
根据老师讲的内容，我们还开始学着描绘
树叶的形状特征，并把学到的知识记录下
来，看到美丽的树叶和有趣的果实也都会
收集起来，想象着如何把它们拼成一幅幅
美丽的画，组成一件件艺术品。

多有意义的植物园之行啊，不仅让我
们体验了秋天户外活动的乐趣，更感受了
植物文化的魅力，妙哉美哉！

10 月 11 日，萧报小记者团联合世纪
联华超市开展了“我是小小售货员”的社
会实践活动。

小记者们穿上红马甲，在售货员阿姨
的带领下，每组负责一个区域，为顾客介
绍并售卖商品。在开始售卖之前，小记者
们采访了售货员阿姨，学习了售货的技
巧，并领取相应的任务。

经过一上午的实践体验，增强了小记
者们的沟通能力，还学会团队协作，体会到
了爸爸妈妈工作的辛苦。通过我是小小
售货员的实践活动以后，小记者们表示要
今后要努力学习，体谅父母，多帮父母做家
务，不让他们操心，并要尊重在生活中那些
为我们服务的工作人员。（文/摄雷小燕）

小记者李睿琪宁围小学405班
在陌生的环境里，我是一个内向又有

点胆怯的女孩子，不敢随便跟人去交流，
但是，这次我参加的小记者活动让我跨出
了一大步。

这次的活动是要去超市做采访，当妈
妈带我前去目的地的路上我就特别紧张，
没有家长的陪伴，我要一个人面对那些陌
生人。很快地我到了超市，老师给我们分
成了4个小组，我被老师分配到了进口食
品区，我看了一下，这里好像都是我们小
朋友爱吃的，牛奶饮料，糖果糕点等等。
不久，我便发现这里的顾客并不多，这是
为什么呢？我带着这个疑问，找到了在食
品区的营业员阿姨，首先我向阿姨开始自
我介绍，然后抛出我的问题：“阿姨您好，
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当然可以。”“阿
姨，我发现在这个时间段并没有很多顾客
来采购物品，请问这里什么时候人最多
呢？”“这里呀，是在晚上的时候人会比较
多，就是晚饭后他们会出来逛超市。”听阿
姨这么一说，我知道了原来超市里晚上的
时候人会比较多。之后我又采访了几位
顾客，其中采访的是一位姐姐，看到姐姐
我先是自我介绍，然后问姐姐：“姐姐你
好，请问你平时都是到这个超市来买东西

的吗？”“是的。”“那你平时都会买些什么
呀？”“哦，我平时都买些干果、咖啡这种简
便的食物。”“哦，好的，谢谢姐姐，祝你购
物愉快！”

活动结束后，我真是收获满满，刚到
的时候我是那么的胆小，现在的我好像充
满了能量，我不怕了，我跨出了勇敢的第
一步。

10 月 8 日，小记者们来到了萧报学
堂，跟着裴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四大文
明古国”。活动现场，小记者们通过幻灯片
看到了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空中花园；游
览古埃及尼罗河、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学
习到古印度的文化；回古代重温我们自己
的兵马俑与四大发明。不仅如此，裴老师
还讲述了斯芬克斯之谜、中国历史朝代、中
国的神话故事以及中国的诗人等等。

活动的最后，裴老师说：“中国历史
悠久，留下了很多优秀的作品、传世名
篇，是我们国人特有的国粹，它承载着中
华五千多年的文化内涵。作为中国人，
我们应该以此为傲，也希望大家能继承
并发扬中国传统国学文化，使其在历史
的舞台上熠熠生辉。”（文/摄 雷小燕）

小记者沈语墨宁围小学401班
这次的小记者活动我们了解了四大

文明古国，它们分别是古埃及、中国、古
巴比伦、古印度。现在就让我带领你们
走近这些神秘的国度，去探索吧！

古巴比伦好神秘！最特别的是空中
花园，那是古巴比伦的国王为王妃建造
的大花园，从远处看整个花园是悬空的，
里面种植着各种奇珍异草。

古埃及真奇怪！那里有尼罗河，等
它涨潮时，埃及人高兴极了，因为他们认
为一涨潮，等潮水退去后，土地就滋润
了，就能长出新的庄稼。最让人恐怖的

是木乃伊，人死后，将其裹起来，这是为
什么呢？还有奇怪的狮身人面像，还有
一座座辉煌的金字塔，你能想象它们是
一个个墓地吗？

古印度很有趣！你们知道吗？其实
阿拉伯数字是印度人发明的，阿拉伯人
传给了别的国家，结果，别国都以为是阿
拉伯人发明的！另外，释迦牟尼佛教发
源地也是古印度。还有大名鼎鼎的泰姬
陵，有机会可一定要去看看哦！

我们的中国，拥有着五千年的悠久
历史。长江、黄河等数不尽的自然瑰宝
见证了一代代中华儿女的延续。我们的
先人孔子、孟子、李白、杜甫等都是我们
学习的榜样。我们有着代代相承的传统
文化：过春节放爆竹、元宵节吃汤圆、中
秋节吃月饼、端午节吃粽子……

如果你觉得四大文明古国仅仅只是
这些，那你就错了，还有很多很多神秘、
有趣的等你去发现……

萧报小记者跟着科普导师走进杭州植物园

行走中的科学课，快乐与知识相伴

职业体验系列之我是小小售货员

童眼看世界

畅游神秘的“四大文明古国”

10月15日，萧山日报小记者团橙子
老师来到新塘小学，与20名萧报小记者进
行了一场面对面的交流，给小记者们上了
一堂新闻采访技巧及写作知识培训课。

“什么是新闻？”活动一开始橙子老
师就抛出了这个问题，小记者们七嘴八
舌地争先回答，“和以前不一样的事”、

“有了变化的事”、“我们在手机上看到的
消息”……看着小记者们争先恐后地回
答，橙子老师给出了正确的解释：“新闻，
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橙子老
师，那我们以后是不是经常可以将身边
新鲜的事情写成新闻？”小记者了解到什
么是新闻后，急忙地询问。“只要大家用
心听、用眼看，身边有很多事情都可以成
为新闻的素材。”橙子老师鼓励小记者在
学会写新闻后，一定要多动笔写，提高自
己的写作水平。

课堂上，橙子老师跟小记者互动，活
跃现场气氛，小记者们热情高涨，纷纷举
手参与互动，大胆说出自己内心的观点与
看法，现场掌声不断。

橙子老师最后表示：“我希望每一位
小记者都做生活的有心人，发现生活中
的美，同时多动笔，将这些美转换成文
字，记录下来。这也是萧山日报小记者
团的宗旨，提高小记者的写作水平。”

一个小时活动结束了，小记者们不仅
学会了如何写新闻，更将新闻的要素深刻
地记在了脑海里。（文/摄程玉凌）

新闻写作课走进新塘小学

活动现场

小记者认真听讲

玩转神奇的科学探索科学的奥妙

我玩了“窥视无穷”，看到了有无数
辆小车蜿蜒向前，明白了通过多面镜子
可以看到无数相同的物体。我体会到了
亲身实验的重要性，感受到了科学就在
我们身边。 （604班 李烨磊）

通过“光线游戏”和“加速小球”等几
个简单易懂的科学小实验，我认识了很
多平凡而又朴实的科学原理，使我深刻
地认识到：想有新发现，不仅要有扎实的
功底与平静的心态，还要有一双善于发
现的眼睛。 （502班 楼佳豪）

这一次的实验室参观，让我增长了
见识。书本上的结论在实验中得到了
证实，深深地感到了科学的奥妙与神
奇。我要好好学科学，不断探索科学的
奥秘。 （501班 褚子涵）

体验过那些科技展品后，我对每一

个科学实验都感到好奇。比如尖端放
电，转着转着就会立起来的银蛋，这到底
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以后一定要好好研
究一下。 （303班 华亦涵）

现在的科技真神奇呀！比如，我刚
才发现了一台奇怪的机器，我按下电源
开关，开关变成绿色，转动转盘，哇！一
根针和一个铁球面对面，就会放出电
来，太奇妙了。 （303班 黄泽宇）

科学真神奇，有游戏，有无弦琴，这次
参观真让人印象深刻！ （304班沈一）

科学技术真发达！我在科学教室看
见了雾霾对我们的伤害，增加了我对科
学的认识！ （304班 周锦臣）

这些科学游戏，想不到科学这么好
玩，我们身边处处是科学。（302班 薛傲）

萧山区科学技术协会
萧山日报小记者团

联合出品

采访工作人员

小记者体会——

体验“光线游戏”

教小记者制作自然
笔记的方法

拓印树皮

观察裸子植物

制作自然笔记

科学色拉酱导师侯文英
带领小记者观察树木

干冰实验

为了让孩子们近距离品味科普大餐，
共享优质科普教育。区科协和小记者团
联合组织的流动科技馆进校园活动，10月
14日来到了育才小学。

对于此次活动，该校给予了大力支
持，根据所含科学项目的体验性，特意安
排了中高段年级的学生在科学课期间进
行了教学体验。静电乒乓、无线琴、魔力
水车、尖端放电……蕴含着许多科学知识
的体验项目，让孩子们流连忘返。截止目
前，流动科技馆已走进南都小学、临浦一
小、高桥金帆实验学校和育才小学共4所
学校，今后将走进更多学校，为同学们带
去有趣的科学实验。

15 日中午，小记者团科学实验室，还
给育才小学二年级的41位小记者带去了
一堂“好玩”的科学实验课——《神奇的干
冰》。干冰倒进水中，顿时呈现了烟雾袅
绕的仙境，激起了现场一阵惊叹，拉开了
魔法的序幕。当干冰遇上火焰、当干冰遇
上泡泡液、当干冰遇上紫甘蓝汁……在水
晶老师的带领下，小记者们通过实验，近
距离接触了干冰，人人动手，了解和学习
了干冰的知识。好玩又有意义的科学课，
让大家意犹未尽。（文/摄 陈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