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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培养小记者的动手能力和创作
思维，9月12日，30余名小记者来到萧报
学堂，参加了一场主题为“神奇的树叶”
的科学活动，用奇思妙想勾勒出一幅幅
栩栩如生的图画。

在老师的带领下，小记者们来到江
寺公园，开始寻找自己需要用到的叶
子，不一会儿每个人都收获满满。回到
学堂后，小记者们拿出剪刀、彩笔等工
具，开始了树叶画的创作。他们认真专
注的模样，就像是一个个小艺术家。“我
要拼一架大飞机出来。”“这片叶子更适
合我的画，颜色也很搭。”小记者们利用
树叶的自然形状拼贴出小动物造型，用
剪刀裁剪出需要的形状来配合图画。
一幅幅充满童趣的树叶贴画，折射出孩
子们无限的创造力和丰富的想像力，小
记者们也在此过程中认识了多种树
叶。在树叶贴画过程中孩子们感受到

了大自然的魅力，在发挥自己想象力的
过程中还提高了自己的动手能力，收获
满满。（文/陆梦姣 摄/潘立毓）

小记者 张燚恺 朝晖小学402班
秋姑娘悄悄地来了，树叶一片一片

落了下来，就像穿着黄色裙子的天使从
树上飞舞下来。

9月12日，我兴致勃勃地去萧报学
堂参加了“神奇的树叶”的科学活动。
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先到江寺公园捡
树叶。忽然一阵微风吹过，一片片叶子
飘落下来，在空中“翩翩起舞”，忽高忽
低。梧桐树叶像我们的手掌，枫叶像夜
晚的星星，银杏树叶像小扇子……我捡
了好多不同种类的树叶，其中我印象最
深的是八角刺的叶子。

捡好树叶，我们就开始做树叶贴画
了。我小心翼翼地把八角刺叶子上的

刺剪掉，做成了一只海龟，还用一片大
的冬青树叶和两片小的叶子做成一条
鱼，接着用柳叶当水草，最后拿起了一
片枫叶做海星。

不一会儿，栩栩如生的树叶贴画就
大功告成了，你们也想试一下吗？

小记者 施梦语 新街四小203班
首先，老师教我们认识了一些树

叶，有枫叶、梧桐树叶、樟树叶……接下
来，老师带我们去江寺公园里寻找好看
的树叶，公园里的树叶可真多，同学们
一起采摘了各式各样的树叶，收集完了
树叶，老师就带我们回到了教室。

在教室里，我们把树叶都放在了桌
子上，便开始认真地创作起来，我们每
人拿了一张纸，然后把采摘的树叶贴在
纸上，还用彩笔装饰了画面，在做的过
程中我们不断地在思考树叶应该怎么

剪，想了一会儿，我在纸上画了一棵树，
用棕色的彩笔给它的树干涂上了颜色，
然后我把叶子贴在了树枝上，贴了很多
形状的叶子，有的长长的，也有的圆圆
的，还有的像一把扇子。经过努力，我
终于把这幅树叶贴画做好了。接下来
老师就组织我们拍了一张大合照，大家
都笑得非常开心，这真是有趣的一天！

听！这里的石头会说话

萧报小记者走进地调院“寻宝”
9月11日是全国科普日，66名萧报

小记者来到浙江省地质调查院进行了
一场科学探秘之旅。“石头怎么会说
话？”“平平无奇的石头有什么特别的地
方？”带着疑问，小记者跟着自然资源部
自然资源首席科学传播专家、浙江省地
质调查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萧报小记
者团科学色拉酱科普导师——周宗尧，
参观了省地质调查院标本陈列室，倾听
岩石矿物背后的故事。

在周老师的带领下，本次小记者科
学探秘之旅的第一项活动是——“推开
宝藏的大门”。他们合力打开了省地质
调查院科普实践基地地质标本陈列室
的大门，目睹了琳琅满目的岩石矿物与
古生物化石标本。每块标本都是集天
地之灵气，历经数亿年时间的洗礼，自
然雕琢形成。一块块颜色、形状各异的
矿石标本陈列在展柜上，每一块石头都
有专属的铭牌，写明了它的名称、编号、
特点，小记者们被漂亮的岩石矿物所吸
引。一群小记者在恐龙蛋化石前停住
了脚步，以往都只能从书中看到的化石，
如今就在眼前，小记者们十分兴奋，纷纷
拍照留念。

之后，第二项活动是——小记者
分组进行“寻宝”。他们不放过后院里
的任何一块石头。因为这一批特别的
小客人的到来，省地质调查院充满了
童趣和欢声笑语。有的小记者在一堆
细小的碎石中找到了黑曜岩，有的小
记者搬来一些萤石，让周老师帮忙分
给其他小伙伴。小记者在趣味寻宝中
既学会了辨认岩石矿物，也学会了团
队合作和分享。

最后一项活动是实验，小记者在周
老师的指导下，将稀盐酸滴在石灰岩
上，观察化学反应。“我滴了一滴稀盐
酸，石头上有很多泡泡。”小记者抢答
道。周老师告诉大家：“通过实验，我们
可以检测岩石的化学成份，达到辨认岩
石的目的。

半天时间里，周老师为小记者们上
了一堂生动的古生物和岩石矿物“研
学”课，小记者们也找到了自己喜爱的
岩石矿物标本，了解了它们形成的前因
后果。在周老师的讲解中，小记者知道
了每一块岩石背后都有着自己的故事，
岩石上的每一道痕迹，矿物中的每一处
花纹，都是经历了大自然的洗礼，是不
可再生的珍贵的资源。

“周老师，下次这样的活动什么时
候有？我还要报名参加。”不少小记者

当场表示还要参加更多的科普活动，获
取更多的科普知识。还有的小记者手
上拿着自己探寻到的宝贝石头，说要回
家摆在书柜上。通过此次活动，小记者
在科学知识、逻辑思维、写作表达等方
面都得到了锻炼。萧报小记者团联合
省地质调查院地学科普团队、萧山区科
学技术协会联合举办公益性青少年科
普实践活动，不仅丰富了孩子们的课外
生活，增添了孩子们学习科学的兴趣，
还让孩子在不同的体验中获得多方面
的提升。（文/沈钰燕 摄/潘立毓）

小记者 黄可颖 南都小学206班
我们先参观了各种各样的岩石矿

物，有萤石、孔雀石、黄铜矿……不仅形
态各异而且五颜六色，有的还闪闪发
亮，真是大开眼见啊！接下来，我们到
户外寻找岩石矿物，我们组找到了一块
岩石，真是如获至宝，赶紧去问周老师，
周老师说这是一块火山岩。火山岩属
于岩浆岩的一种，是岩浆经火山口喷出
到地表后冷凝而成的喷出岩。最后，我
们做了一个实验，将稀盐酸滴到一块岩
石上，结果发现被滴到的地方都冒了气
泡，真是太神奇了！

通过这次活动，我学到了许多关于
岩石矿物的知识。下次，我要继续参加
这样的活动，探索世界的奥秘。

小记者 戴渝佳 临浦一小505班
我们小记者兴致勃勃地来到了浙江

省地质调查院，倾听岩石矿物的故事。
这次活动简直就是打开了矿石的

大门，这些岩石矿物向我们娓娓道来它
们的种种故事，比如它们的“出生时间”

“出生地”等。我们先进入了一个专门
存放岩石的房间，这里的岩石分为矿石
和化石两类，我们前往矿石那个区域，
我看到了许多花花绿绿的矿石。其中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留闪岩，别看它的
外表这么粗糙，但是它可珍贵了。这其
貌不扬的石头里面还蕴藏着制作宝石
的原料，我们小记者听完个个瞪大了眼
睛，都想要看看究竟。在其他岩石中，
我觉得银石也非常漂亮，有紫的、红的、
粉的、蓝的、绿的等各种颜色，而且这些
颜色里还带着透明，像水晶一样，我可
喜欢它了。

观察完矿石，我们接下来就要“寻
宝”了。老师带我们去了一个地方，那里
有许多的岩石。老师指着这些石头告诉

我们：“这是花岗石，那是冰石……”我们
像是阿拉丁寻宝一般，兴奋不已。

活动中要数最后的实验环节最有
趣了。老师给了我们稀盐酸，并提醒我
们盐酸的腐蚀性很强，不能用手直接触
碰，于是我们就用滴管吸了几滴，然后
再将它滴在方解石上面，顿时，这块坚
硬无比的石头竟然开始冒泡，我们都惊
呆了，这坚硬的石头还害怕这几滴小小
的溶液呀！听完老师的讲解后，我们才
知道原来这实验是在测试岩石的成分，
岩石中大多都有碳酸钙等物质，一旦碰
到盐酸就会发生反应。大家好奇地做
着实验，感受着这大自然带来的神奇。

经过几亿年的风吹雨打，岩石变得
千姿百态，五彩缤纷。倾听岩石的声
音，感受大自然的魅力，参加这次活动
实在是太开心了！

灯笼，又称灯彩，是一种古老的中国
传统工艺品。在古代，灯笼的主要作用
是照明，同时也是幸福团圆的象征。9月
12日，15名小记者一起用花草宣、木札、
麻绳等材料，亲手制作了一个寓意美好
的灯笼。

活动开始，老师先给小记者们介绍
了中秋节挂花灯的含义：第一层含义是
对传统中国文化的传承，营造出浓厚的
节日气氛；第二层含义是象征幸福团
圆。接着小记者们就开始迫不及待地动
手制作啦！先在画纸上用铅笔勾画出图
案，然后用水彩颜料上色，等风干后粘在
灯笼框架上。放入小灯，用胶水粘好，绑
上麻绳，一盏中秋灯笼就制作完成了。
中秋节做灯笼是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
传承，在中秋节当天，大街小巷挂上灯
笼，照亮团圆的路，让我们一起期待中秋
节的到来吧！（文/潘立毓 摄/陆梦姣）

小记者 李玮桐 高桥小学406班
快到中秋节了，萧报小记者团的老

师带领我们一起做中秋灯彩。
老师先给我们展示了各种形状的中

秋灯彩。老师说：“中秋灯彩除圆形外，
还有三角形、正方形等各种形状，我们这
次做的是三角形的。”

我拿到了一张特殊的纸，是做灯笼
的外壳用的。老师让我们在灯彩的外层
上面画画，“咦，这水彩颜料怎么有点难
染？”我仔细一看，纸上盖着一块“厚皮”，
皮上有着许多凹凸不平的小球球。我把
水彩蘸得浓了一些再试，过了一会儿，几
幅栩栩如生的画就展现在我面前。这种
奇怪的纸竟然如此好看！我惊讶地合不
拢嘴，我把这几幅画粘贴在木框上，将它
们按位置摆好。但是我发现多了一块三
角形，那剩下的这块放哪儿呢？我绞尽
脑汁地想着，眼看别人都快做好了，我有
点着急，于是向老师求助。只见老师刚
来就把我的三角形“房子”拆掉了，原来
是我的框架搭错了。老师替我搭好以
后，我如获至宝地捧着这个细细的框
架。接着，我轻轻松松地将它立起来，包
好外壳，挂上杆和穗子，装上小灯，一个
精致的中秋灯笼便做成了！

看着我亲手制作的中秋灯笼，我想：
“常听说元宵节要猜灯谜，可是中秋灯笼是
做什么用的呢？”听了老师的介绍，我才知
道这一盏盏中秋灯笼象征着幸福团圆。原
来中秋灯笼还有这样美好的寓意啊！

小记者 王子涵 东藩小学604班
老师给小记者们发了制作灯彩的材

料，有三角木札、花草宣、麻绳和挂件等
材料。老师耐心地教我们制作灯彩，我
们先在花草宣纸上画上自己喜爱的图
案，有花花草草、各种吉祥物，老师还找
来各种画画素材供我们参考。我最喜欢
的就是中国红了，因此挑了几朵鲜艳的
红花，再用绿叶来衬托，我灵机一动，就
直接用纸盖住红花图像，再在纸上直接
描出一朵逼真的大红花轮廓。关键时刻
到了，我要给花朵涂色了，我小心翼翼地
给花朵涂上红色，可一不小心就涂到外
面去了，我就只能把花儿的轮廓再放大，
最后我还是总结出了自己的绘画经验，
轻轻地沾点水，进行绘画，涂色的时候可
以用另一个大刷子涂，边上可以用小刷
子勾勒一下，画叶子也是这样。画完一
朵大红花再来一朵，把用来做灯笼的宣
纸都画上了自己喜欢的图案。等画面干
了，我就拿起胶水把画好的画和三角木
札粘起来。接着，我把每个面拼凑起来，
就这样，一盏灯的样子就出来了，再在灯
笼里面放上一个灯芯，只要用手轻轻一
按便会闪闪发光。最后用麻绳和一根杆
子把粘好的灯笼串起来，一盏独一无二
的灯笼就这样出炉了。

老师还给我们介绍了有关中秋节挂
灯彩的故事，喜迎中秋，这次我们怀着祈
福的心用自己的巧手制作了一盏中秋节
灯笼，希望我们的祖国更加团结繁荣，家
庭更加幸福团圆。

9 月 11 日，20 名小记者来到金国荣
南宋官窑艺术馆，参观展厅，聆听金馆长
讲述关于南宋官窑的故事，感受中国文
化的博大精深。

活动开始，通过观看纪录片的方式，
小记者们对南宋官窑有了初步的了解，
知道了制作步骤和烧窑的各项工序，还
学习了官窑作品的特点。接着金馆长带
领小记者参观了馆内的展品，详细地讲
解了展品的制作工艺。当纪录片中的

“玉玲珑”展现在眼前，小记者们按捺不
住内心的激动，一再跟金馆长确认：“金
老师，这就是刚刚纪录片中您尝试了很
多次才成功烧制完成的玉玲珑吗？”一件
作品，要经历长达数小时的烧制过程，每
一个步骤、每一个环节都马虎不得，稍有
不慎就可能前功尽弃。金馆长几十年如
一日潜心钻研，让小记者们感受到非遗
传承人对传统文化的坚守。

活动到了尾声，小记者还采访了金
馆长，金馆长也和大家分享了自己制作
官窑作品时的小故事，当讲到“十二生

肖”系列作品是为了纪念金馆长的老师
时，在场的小记者都陷入了深深的感动
中。访官窑，话非遗，小记者们在深层次
交流中感受藏品所蕴藏的优秀传统文
化。（文/潘立毓 摄/沈钰燕）

小记者 陆亦可 高桥金帆实验学校201班
清晨，我闻着花草的清香，听着鸟叫

声，沿着河边小道来到了金国荣南宋官
窑艺术馆。走进场馆，“天赐神韵”四个
大字就印入我眼帘，看到陈列着的一件
件官窑作品，真是精美！

在老师的讲解下，我知道了南宋官
窑的制作工艺，要经过一系列的流程。
工具要用尺子、刻刀等，制作时上下两层
要对称，开片有金丝纹片、冰裂纹等。最
后需要烤制一下，官窑的颜色是由釉料
中的铁决定的，有粉青、米色、月白……
最后的成品摸着是光滑的，可好看了！

这次活动，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南宋
官窑制作的不易，也体会到了中华文化
的博大精深。

小记者 沈轩屹 信息港小学506班
在场馆里，我看到了非遗传承人——

金国荣老师。他的许多作品都被展示在
了博物馆，这里更是有很多精美的作品，
比如为G20峰会专门定制的牡丹盘，还有
玉玲珑等。

金国荣老师先为我们播放了纪录
片，没想到纪录片的主人公就是金国荣
老师！

纪录片向我们展示了金国荣老师制
作粉青圆洗的过程。第一步：揉泥，揉
的时候要用力均匀，把泥团里的气泡全
部挤压出去，这样才不会在素烧时开
裂；第二步：做坯，将泥团放在拉坯车
上，一边旋转一边用力揉捏，把泥坯拉
成我们想要的形状；第三步：修坯；第四
步：风干，把修好的泥坯放在阴凉处风
干；第五步：烧制，风干后的泥坯，被搁
置在架子上，推进高温炉……听着金老
师的讲解，我知道了炉内温度有800摄
氏度以上，第一炉后，要进行一次上釉，
外表的釉得厚薄均匀，免得烧制时釉面

不匀。然后进行第二次烧制，这个需要
用上3个火照。第一个火照取出来时，
窑内的温度达到了1295摄氏度，第二个
取出来时将达到1297摄氏度，到了第三
个火照时，温度在1300摄氏度，最后关
火冷却，如此，一个乾隆皇帝喜爱的粉
清圆洗就复制成功了。

活动最后，金老师带我们参观了展
厅，看着一件件漂亮精致的作品，不禁感
慨，正是这些手艺人的不断探索和发现，
才造就了我们眼前的奇迹。

迎中秋自制灯彩

探知自然神奇的树叶贴画

感受非遗技艺寻味历史底蕴

制作完成的灯彩

制作灯彩

金国荣与小记者分享创作故事

制作树叶画

萧山区科学技术协会
萧山日报小记者团

联合出品

小记者倾听岩石
矿物背后的故事

观察岩石

观察展品、记笔记

辨识岩石成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