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4-5 小记者专版

快乐“
五一”
市实验小学长征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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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玥

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了，这一天阳光明媚，初夏
的早晨天气已经热了。 淮海晚报社组织的采摘樱桃
活动经过前期报名、选择，确定人员，最后组织大家
来到淮阴区码头百香果园。
坐在车上放眼望去，一路风光旖旎，路两旁杨
树高大挺拔，路边小草嫩绿嫩绿，花朵姹紫嫣红，田
野里的麦子已经抽穗，一片长势喜人的景象。 不大
一会儿，我们来到百香果园。 一看那里已经来了不
少叔叔阿姨，有的带着一个小孩，有的带着两个小
孩来的。 樱桃园好热呀，人们被热得满头大汗，怕晒
的美女早已戴上太阳帽，一个个小朋友的脸蛋被热
得红扑扑的。 樱桃园内樱桃树一眼望不到边，横行
竖行都对齐，绿叶衬托着红红的樱桃特别好看。 一
个个樱桃展示着滚圆的身姿， 像红色的乒乓球，一
大片樱桃在一起就像一大片红云。 大家都知道樱桃
又甜又好吃，采择的人们顾不得热，都先采择几个
尝尝鲜。 有的说好吃，有的说酸，有的说不是很甜。
当我吃第一个樱桃的时候觉得酸得要命，水也不是
很多。 想要找到最好吃的樱桃还要从最北边走到最
南边那一片樱桃园，然后再一棵一棵树慢慢找。 可
是我们没有这样做，直接把桌布往地上一铺，就在
周边摘，果然没好吃的，红色的也酸，没长红的就更
酸了。 可能是因为我们来采择的时间早了点，如果
再过一个星期，等到樱桃全部成熟了再采可能就又
甜又好吃了。 我因为怕酸，吃几个就不吃了，但是我
爸爸妈妈不怕酸，吃的要以斤计算了。 中午前后，果
园里的人走的很多，最后只剩下我们一家和另外一
家人了。
下午了，我们采择了二三斤樱桃带出果园，果园
以每斤45元的价格卖给我们。 我们带着采择的樱桃
回家了，欢声笑语的樱桃园又恢复了平静。 吃晚饭的
时候，妈妈发现牙酸坏了，一嚼饭牙就疼，爸爸也一
样，他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那盘鸡块让我吃了。

十岁的我
市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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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嘉淇

十岁的我再也不是懵懂的小孩子了，从儿童变
成了少年，从软弱无知变得坚强懂事，读书也从走
马观花变成了一目十行。
童年时候的我无忧无虑， 是个十足的调皮虫、
馋嘴猫，不买玩具就捣蛋的小鬼，总是惹爸爸妈妈
不高兴。
成长的过程中，家长为我谱曲，老师为我增词，
我在一天天长大。 十岁的我已经变成了一个聪明懂
事的少年，不会再为一些小事大呼小叫，会独立生
活，再也没有为难题而哭泣。
十岁的我会奔向一个目标， 一个有趣的目标，
一个快乐的目标，一个努力的目标。 为成功而高兴，
为失败而反思！

2018年5月17日

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
淮海晚报小记者佳作选登

揭开放心水的神秘面纱
淮阴小学
5月12日下午，我怀着十分好奇的心
情， 跟着爸爸来到位于淮安市鸿海路与
大同路交叉口东边的淮安市开发区水
厂， 参加淮海晚报社举办的“探寻水世
界，见证放心水诞生”活动。
两点半， 我们小记者一行近30人准
时在古淮河湿地公园集合后，我们的“大
军”便浩浩荡荡出发了。 不一会儿，我们
便到了自来水厂。 一进门，哇！ 这里月季
花开，绿草茵茵，道路宽敞，环境优美整
洁，让人心情十分舒畅。 王厂长热情友好
地接待了我们。 首先，他对着水厂效果图

少许自来水

市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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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昱辰

星期天下午，我们淮海晚报小记者到有轨电车
调控中心参观。
我们集合后，首先来到了调控中心。 调控中心
有五个部分，分别为调控1、调控2、电力控制、信息
控制、总控制。 调控中心还有一面电视墙，上面显示
各辆电车的位置，各站台的监控画面，还有电力情
况。 调控中心的叔叔给我们介绍：淮安一共有26辆
电车，有18辆正在运行，还有一辆在体育馆站作为
备用车。 电车线路全长20.07公里，有23个站，5个站
有地下通道。
然后我们去电车车库，叔叔开始给我们讲电车
的知识。 电车一共有4节车厢，全长36米，每到一个
车站，充满电只需要6至10秒。叔叔还让我们去参观
驾驶室。
今天我们学到好多电车知识， 我要好好学习，
以后也要造很先进的东西。

长提问：“王厂长您好， 我可以问您个问
题吗？ ”“
可以呀！ ”王厂说。“什么样的水
才是安全放心的饮用水？ ”“
小姑娘你好，
这要按照国家饮用水标准， 经过十七道
工序流程严格把控才能生产出安全合格
的放心饮用水。 我厂正是按照这个标准
将安全卫生的放心饮用水源源不断地送
到千家万户。 ”王厂长很专业地回答我的
提问。
不知不觉中， 今天我们学到了很多
水知识，终于揭开放心水的神秘面纱。 真
是受益匪浅！

大片苦心田

淮阴师范学院附属小学
在我们生活中，总要接触自来水，在
电视报道上， 也总会看见说自来水不干
净。 自来水真的脏吗？ 在这个周日，我和
淮海晚报的小记者及工作人员来水厂里
一探究竟。
来到水厂门口， 周边环境令人心旷
神怡。 四周植被齐高而嫩绿，花坛中还不
时散发芬芳的香气， 这样的水厂输送出
来的水会脏吗？ 不能光看表面，还得深入
观察才行。
我们在王厂长和工作 人 员 的 带 领
下，首先来到了2个长池子边，池子里是
一些土黄色的浑水， 池边上有个圆柱尖
顶的东西，这是干嘛的呢？ 正在我深入思
考时，小记者们就来到了下一个地点。
这是一间米黄色墙身，瓦蓝顶，透光
性好的大屋子。 进去之后，有四五台仪器
正运转， 看上去就很先进。 向右拐，“嗡
嗡” 的运作声更大了， 小记者们不禁惊

卢丽娟

向我们娓娓道来。
他说：“今天是我们水厂的开放日，
我单位生产工艺及技术省内一流， 国内
领先，占地123亩，日供水10万吨……”接
着，他带领我们到送水泵房参观。 乖乖！
这里五台大型机泵不停运转， 发出嗞嗞
响声。 然后，我们又依次参观了机械混合
池、沉淀池、清水池、滤清池等。
最后， 我们来到了宽敞明亮的水厂
综合楼。 参观了化验室和仪器室。 在会议
室，我们对王厂长进行深度采访。 轮到我
采访时，我自我介绍后，有礼貌地向王厂

五（4）班

韩妤瑄

讶——
—地下有五根大水管。 经王厂长介
绍得知， 这里是送水泵房， 泵管是输水
的。 这五根泵管前后分成两个部分，由
红、绿两种颜色划分，接缝处就好似锋利
的刀片都切不进去般严实。
正当我们要去下一个地点时， 水厂
突然遇到一个问题， 王厂长立刻去解决
了。 我们整顿了一下，王厂长就回来了，
他继续热情耐心地带领我们参观。 到了
楼上的滤池，我不得不惊叹。 第一种滤池
的水发黄，被分为许多块，这些水顺着通
道流向了第二种滤池。 这里水颜色淡了
一点，它们又流向第三种滤池，到这里池
水变绿了，越往前流越清，直到被锯齿状
的滤管再一次过滤成了清水， 然后被传
到另一个地方。 这里的平台有一个透明
“
玻璃房”，“
房”中有各式各样的仪器。 之
后我们又来到了另一个平台， 平台上分
两边，一边有一个带顶的过滤颗粒池，另

一边是过滤有机致癌物池， 后者的水就
更清澈了。 参观完滤池就到了小记者采
访时间。
在会议室中，我有幸能采访王厂长，
向他提了个问题：“王厂长您好， 我可以
问您个问题吗？ ”“
好的，请说。 ”“
请问建
厂以来您和您的团队一直在岗位上吗？ ”
“嗯，是的，从2011年水厂建设好并开始
给市民送水以来， 一直都是我们这个集
体在坚守，24小时持续在岗。 我们的目的
是让市民用上放心安全的好水。 ”“谢谢
您接受我的采访！ ”“
不用谢！ ”王厂长的
回答让我更加相信我们生活中所用的自
来水都是水厂的工作人员坚持在岗，使
用国际化标准的17道工序处理的水，是
干净又放心的好水！
大大水厂，风景优美；仪器先进，处
理严谨；程序分明，工程确实。 以后用水，
千万注意，少许清水，大片苦心！

自来水不自来
繁荣小学

有轨电车调控中心

六（4）班

星期六下午， 我们怀着高兴的心情
来到了开发区自来水厂。
一进大门， 就看见几座楼房掩映在
绿树之中。 这里的王厂长首先带领我们
小记者来到了取水泵房。 通过一条长长
的走廊，我们来到一个巨大的厂房，下面
有五个绿色的大水管， 这是用来取水的

二（5）班

大管道， 把外面的水源源不断地送到这
里来。
紧接着，我们来到了过滤池，过滤池
建在高高的楼顶上， 上面还盖着大大的
盖子，几个叔叔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打开。
我们看了一下，这里的池水好深好深。 王
厂长还告诉我们，过滤池深4米，池水深

走进“
水世界”
淮阴小学
5月12日下午，刘老师和杨老师带领
我们参观自来水厂。
王厂长带着我们去了送水泵房， 刚
刚进门， 就听到了大机器“轰隆轰隆”
的响声， 而且也非常热， 不一会儿， 我
们身上就冒热气了。 往下看， 有五台大

刘颖璇
3.5米，还要加入明矾搅拌沉淀。
最后，我们还参观了化验室，这里有
许多的化学仪器，是化验水质的地方。 大
家还向王厂长提了好多问题， 了解到干
净的自来水真是来之不易啊！
今天我有了许多收获， 真是太开心
了！

见证“
放心水”
四（2）班

高强

机器在努力工作着， 王厂长对我们说：
“你们知道这里的水是从淮河的水里取
出的吗？” 我们摇了摇头。 王厂长继续
说： “从淮河中取出的水是经过17道工
序， 流到我们家中的。” 这让我们懂得
水来之不易。

之后就到了我们采访的时间了， 有
的人问： “整个淮安市的自来水管道有
多长？” 有的问： “什么样的水才是放
心水？” ……
我喜欢这次活动， 更盼望下一次精
彩的小记者活动。

走进淮安爱尔眼科医院
繁荣小学

二（1）班

星期天下午两点半，在淮海晚
报的组织下，我们这些小记者走进
了淮安爱尔眼科医院，体验了一次
做医生的感觉。
到医院签到后，漂亮的护士姐
姐为我们每名小记者都穿上洁白
干净的白大褂，瞬间我们都变成了
小小白衣天使。 穿好工作服后，报
社的杜老师跟我们讲了些注意事
项和要求，随后爱尔眼科医院的专
业医师给我们讲了好多关于正确
用眼和保护视力的方法，我们真是
受益匪浅。 医师讲完后，护士姐姐
带我们参观了整个爱尔眼科医院。
医院整洁干净，各种我叫不上名字
的精密仪器让我大开眼界！ 参观的
时候， 我还看到好多来治眼睛的

做一名合格的爱眼宣传员
淮阴师范学院第一附属小学
星期日下午，我们小记者一行
来到了淮安爱尔眼科医院参观学
习，模拟当一次眼科小医生，做一
名爱眼宣传员。
进入门诊大楼，前台的护士姐
姐给我们每人都穿上了医生的白
大褂。 穿上它，我觉得自己立刻变
成了一位有模有样的眼科小医生
了，可帅气了！ 接着，我们集体观看
了一个宣传片，知道了保护眼睛的
重要性。 然后，我们又来到了诊室，
眼科何主任给我们讲解了关于眼
睛方面的知识，我们知道了要如何

二（14）班

严梓航

保护眼睛， 保护不好就会近视，就
要戴眼镜了。 一旦戴上眼镜，就会
给我们生活和学习带来许多不便，
就不能好好地打篮球、羽毛球……
听完讲解，护士姐姐又带我们来到
镜片区参观，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
的眼镜，知道了近视眼镜的原理。
参观结束后，医生阿姨给我们
每人颁发了荣誉证书，聘请我们为
“爱眼宣传员”，大家开心极啦！ 我
们一定要告诉身边的同学，科学用
眼，时刻保持眼睛的卫生，努力做
一名合格的爱眼宣传员。

我是爱尔眼科小医生
繁荣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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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下午， 我们小记者一
行来到了淮安爱尔眼科医院。 今天
风和日丽，阳光明媚。 刚走进大门，
一个大大的喷泉吸引了我。 正方形
的水池里托着一颗圆圆的球，四个
角落喷出几十道水柱，冲击着圆球
不停旋转，漂亮极了。
走进医院大厅， 漂亮的护士
姐姐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件白大褂，
穿上它， 我感觉我一下子变成了
一名小医生， 可神气 了 。 接 着 ，
医生阿姨给我们播放了一个宣传

宋明杰

片， 告诉我们怎样保护眼睛。
阿姨还告诉我们， 如果看东
西模糊， 贴得很近看， 这有可能
会使得我们的眼睛近视。 阿姨还
把我们分成两个小组， 帮我们检
查眼睛。 那个仪器可神奇了， 一
会我感觉眼睛好小， 一会又感觉
眼睛好大啊！
最后， 阿姨提醒我们， 眼睛
是心灵的窗口， 要让眼睛多休息，
多看看美丽的大自然。
这次活动让我受益匪浅啊！

眼科小医生
繁荣小学

四（4）班

今天我们淮海晚报小记者来
到淮安爱尔医院。 听说这是淮安久
负盛名的眼科医院，我非常想一探
究竟。
到了爱尔医院，我们见到了眼
科医生池大夫，通过池大夫通俗易
懂的讲解，我们了解了近视、远视
和弱视形成的原因，以及它们会对
人们的工作和学习造成的危害。 同
时池大夫还为我们介绍了其它常
见的眼科疾病，并且语重心长地叮
嘱我们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的眼
睛，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
接着池大夫带领我们参观了
配镜室，还让我们戴上眼镜框体验
一下戴眼镜的感觉。 当我戴上镜框
时， 感到镜框的尺寸不太适合我，

董旭冉

压在我的耳朵上很不习惯。 当时我
就想，我以后一定不要近视，不然
就要一直戴着令人难受的眼镜了。
之后我们又去了镜片室，池大夫让
我们透过镜片感受和平常有什么
变化，那种眩晕的感觉让我更加坚
定决心，一定不能近视。 在镜片室
里，我还认识了测量镜片度数的机
器，了解了镜片的制作流程，这些
知识开拓了我的视野，让我感到不
虚此行。
最后，爱尔医院的医生们还为
我们免费检查视力， 通过检查，我
发现我的视力低于5.0，这让我急迫
地想要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希望
作为我心灵的窗口的眼睛能够永
远明亮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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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

孙嘉怡

人，从几岁的小朋友到坐在轮椅里
让家人推来的老爷爷，真是什么年
龄的病人都有。 参观结束后，医院
又免费帮我们这群小记者测试了
眼睛， 有几个测试不及格的小记
者，护士姐姐又专门找陪同来的家
长说明讲解了一下， 真是非常贴
心！
最后我们在医院大堂门前照
了集体大合照，爱尔眼科医院为我
们每个小记者颁发荣誉证书，又给
我们每人准备了一份小礼品。 小记
者们都笑得合不拢嘴！ 这次爱尔眼
科医院之行就在这愉快的氛围中
圆满结束了。 我非常感谢淮海晚报
给我们提供这样一次体验机会，让
我们的童年有了不一样的精彩！

星期四

生态文旅区实验小学
妈妈，我亲爱的妈妈！
成长的路上，是您陪伴我
每个春夏秋冬。
春天， 您带我走进花海、
草地和森林。 让大自然告诉我
您对我的希望——
—生机勃勃、
斗志昂扬！
夏天， 您带我去旅行，沐

一（8）班

韩洪峻

浴骄阳，锻炼我的意志——
—拼
搏、坚强！
秋天， 您带我走进田野。
到处硕果累累，遍地黄金。 那
是劳动者用辛勤的汗水浇灌
而成的希望！
冬天，您带给我的是淡淡
的甜味， 在不断的成长中，我

也学会了给予别人关爱！
多少个清晨，您牵着我的
小手， 领我走向知识的殿堂；
多少个夜晚， 您陪我阅读，火
炉般的声音伴我进入梦乡。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谢
谢您的陪伴，让我茁壮成长！
指导老师：罗娇

热闹的大课间
淮阴师范学院第一附属小学
今天，我们盼望已久的大
课间来了！
操场上人山人海， 刘老
师带领我们来到活动地点，
我们兴高采烈地乱蹦乱跳。
然后我们开始做游戏， 游戏
的名字叫滚轮胎。 一开始，

三（14）班

我看别的小朋友一滚就滚起
来了， 可到我的时候， 我一
滚， 轮胎纹丝不动， 我用力
一推， 轮胎“啪” 的一声倒
在了地上。 我扶起轮胎再次
尝试， 这次一推， 轮胎竟然
滚起来了， 太棒了！ 可是轮

李思萁
胎滚得摇摇晃晃， 好像一条
蛇一样东倒西歪， 我好不容
易才把它滚到终点。 我满头
大汗， 再看看别的同学， 他
们有的滚得很好， 有的和我
一样滚得摇摇晃晃的。
今天的大课间真热闹啊！

读《静悄悄的革命》随感
淮安市老张集乡中心小学
教育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古今贤人为教育事业不断奋
斗，不停地进行改革，但现今
仍存在许多问题，而且还是些
普遍的、常见的，同样也是急
待解决的问题。
先说学校与教师吧。 佐藤
学在此书中大意讲到：“学校
总会请一些专家、学者来演讲
授课，而通常情况下学校并未
因一年几次的演讲或授课就
有所改变，可这样的活动却从
未停止过。 ”大概这是一种互
惠互利的关系吧。 于学校，能
给教师灌点心灵鸡汤，以激励
其继续上进，可是这样的效果
又能坚持多久呢？ 想到自己刚
毕业时是带着满腔热情满怀
憧憬而来，可是在不长的时间
里这种热情渐渐被浇灭了，只
留下星星点点之火，偶尔几次
的讲座， 又能燃起些许斗志，
但是也难逃再而衰，三而竭的
结果。 但是如若没有这偶尔的
鸡汤，恐怕自己就得和稀泥了
吧。 于研究者来说也是有利
的，即使他明白三两次演讲授
课无法改变学校的现状，但他
欣然而至，于名上，可体现自
身存在的价值。 所以佐藤学在
书中写到实践远比纸上谈兵

杨小丽

来得重要。
突然想到他的另外一个
建议，我记得在书本56页是这
样描述的：“第一年最大的课
题，就是在学校开展所有教师
都能愉快参加的教研活动。 ”
我还记得读到这时，我在旁边
备注了一个字：难。 原因有二：
一是“所有老师”这显然不现
实，因为在大多数学校一般都
是年轻教师“顶岗”，而那些有
些职位，年龄较大的老师是不
愿上公开课的。 二是“愉快”这
一词真是要到一定境界方能
实现。 比如在一般学校中，但
凡上过公开课的教师应该能
有所体会：课前能思考到彻夜
难眠，课后便是一种灵魂放飞
的 轻 松 感 ， 而“愉 快 ” 哪 得 有
之。 而原因嘛，佐藤学也有讲
过：一是不想在同事面前暴露
自己的弱点。 二是不愿意自己
的工作方式被别人指手画脚。
三是“互不干涉”的私下默契，
支配着学校内的人事关系。 此
问题一也。
接着是学生和教师。 教师
和学生之间的问题源于教师
不了解学生， 很难真正做到
“
蹲下身子看学生”。 这种年龄
的代沟，情感无法共鸣，阻碍

着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亲近。 故
而佐藤学提出要学会“倾听”，
倾听学生“有声的”、“无声的”
语言，要用自己的身体语言和
情感去与学生的身体动作和
起伏的情感共振。 那么需要教
师融入到学生的生活中，最好
的便是在学生课后休息时间
去观察去体会。 可是教师有那
么多时间吗？ 现在一般老师每
天都会被很多杂事缠身，有时
还需牺牲睡觉时间去处理，所
以时常会感到心有余而力不
足。 此问题二也。
最后是学生与学生之间
的问题。 学生是独立的人，各
有其独立意义，所以学生的发
展是不同的，不同的学生间总
会有些差异，而这种差异会使
学生有着隔阂。 而在教学中我
们时常要求学生之间互相合
作帮助，可如若我们细心一点
会发现，有些学生对自己周围
的人与物漠不关心，更别提合
作了。 佐藤学也在书中提到过
此问题:“儿童不关心他人，相
互交往、相互促进的关系非常
淡漠。 ”此问题三也。
诸如此类， 问题种种，而
这些只是冰山一角。 故路漫漫
矣。

淮阴实验小学开展感恩母爱“
十个一”活动
母亲，是世界最伟大的
称呼；母爱，是世界上最无
私的情感。 为了传承华夏美
德——
—孝 ， 演 绎 华 夏 灵
—爱，在母亲节到来之
魂——
际，淮阴实验小学大队部组
织开展了感恩母亲“十个
一”活动：为妈妈做一次饭、
洗一次衣服、 洗一次脚、给
妈妈写一封信或说说心里
话、表演一段节目、沏一壶

茶、送一朵康乃馨、讲一个
有趣的或有意义的故事、捶
一次背、陪妈妈散一次步。
全校 学 生 利 用 周 末 时
间积极参与活动， 为妈妈
捶背、 洗脚， 帮妈妈做家
务……通过这次活动，学生
更加关注亲情，重温了成长
过程， 感知了母亲的辛劳，
懂得感恩伟大的母爱。
淮阴实验小学 韩争艳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