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走访访现现代代化化的的农农村村
招远市蚕庄完小 五年级三班 程琳斐 指导教师 刘宏炎

今天，又是齐鲁晚报小记者
活动的日子了，大家乘校车一起
走访现代化的农村，我们的第一
站是河西集团的蔬菜大棚。

走进大门往里拐，呈现在我
面前的是好多个排列整齐的蔬
菜大棚，每个大棚种一种蔬菜，
每个大棚占地约800—1000平方
米。我们分别参观了圆椒、尖椒、
茄子、黄瓜、小西红柿、大西红柿
大棚……

我最喜欢的是小西红柿棚。
一进大棚，满棚小西红柿好像在
热情地跟我打招呼，要知道，蔬菜
中我最喜欢的就是小西红柿了。
听工作人员说可以品尝几个小西
红柿时，我立刻动手摘了一个小
西红柿扔到了嘴里，慢慢咀嚼着，
别看这些小西红柿颜色不是红
色，而是桔黄色的，但是比妈妈在
家种的要好吃。吃完一个，我还要
吃两个、三个……这时工作人员
用扩音器向我们讲解小西红柿的
成长环境！原来大棚中间挂着的
小桶里放的是硫磺，是用来消灭
偷吃小西红柿的虫子的，怪不得
小西红柿的味道这样好呢！

看完了河西的蔬菜，该去下
一处地方了，正要上校车，我们

发现了一个人工湖，湖中有一群
鸭子正在自由游弋，大家纷纷拿
起相机，记录下大自然这温馨美
丽的一幕……

校车把我们带到了农村
中的城市——— 前孙家村。一下
车，我就被眼前的人造瀑布吸
引住了，就像我游览过的沂水
大峡谷入口的瀑布，摆着动人
的姿势，唱着动听的曲子。我
们一行人来到了一处长廊，长
廊是木质结构，卵石铺地，踩
上去好像有人在给你按摩。走
出长廊我们看见一些石刻的
书，刻着一些名言警句，真是
走到哪里都能阅读智慧呀。我
们还和自己的石刻生肖合影
留念，玩村里的健身器材，听
接待我们的阿姨给我们讲述
前孙家村的发展：60岁的老人
住在村里免费提供的大房子
里，每人每月或者年底都有福
利 ，孩 子 考 上 大 学 还 有 奖
励……真是太令人羡慕了。

踏上回程，我的心情难以平
静，谁说农村落后，这就是我的
家乡，这就是我生活的地方，这
就是现代化的农村，这就是我们
祖国欣欣向荣的崭新篇章！

新新农农村村，，新新美美景景
招远市蚕庄完小 四年级一班 杨晨 指导教师 丁佩佩

今天，老师要带领我们去
参观能够反映出我们现代新
农村生活的两个地方——— 金
水湖有机蔬菜基地和前孙家
村的和谐公园。

有机蔬菜基地位于蚕庄
镇诸流河畔，这里山清水秀，
风景优美，河水潺潺，空气清
新。进入蔬菜大棚 ,首先映入
眼帘的是红圆椒，你看它们又
大又圆又红，表面光滑鲜亮。
一排排，一列列，而尖椒长得
又长又尖，有的直有的弯。眼
睛还没看够呢，就听见有同学
喊：“快来看，快来看，这有大
个儿的西红柿！”我转过身望
去，这些西红柿不仅个儿大，
还又红又亮，一个个都在卯着
劲，吸取着营养，好像要比赛
谁 长 得 最 大 最 红 呢 ！“ 红 金
串”也是西红柿的一种，果实
小而红，一串一串的，晶莹透
亮，称为“红金串”，名不虚
传。这边的茄子像是一个个穿
着紫衫的小姑娘，那边是穿着
绿色外衣的黄瓜弟弟，它们个
头不大，但都精神着呢！它们
的生长全过程不使用农药、化
肥、生长调节剂等化学物质，

是名副其实的有机食品。再加
上精心挑选的种子，保证了所
有蔬菜无污染、高营养、高质
量。

我还没从“蔬菜个人秀”
中回过神来，老师又带我们来
到了一个花园式的村庄———
前孙家村。这里有宽阔的马
路，整洁的街道，绿郁的花草，
还 有 高 标 准 的 农 民 休 闲 公
园——— 和谐公园。公园内，凉
亭木廊巧妙搭配，杨树柳树穿
插栽种，假山瀑布，小桥流水，
还有庄严辉煌的观音庙……
对了，忘了给大家介绍一个有
动物的地方，这里有鼠、牛、
虎、兔、龙、蛇、马、羊、猴、鸡、
狗、猪共十二种动物。哈哈，你
们都猜出来了吧，对，是十二
生肖。你看它们，个个活灵活
现，不过它们可都是石头雕刻
而成的。健身场里的许多健身
器材，各式各样。这里不愧是
兼休闲、娱乐、健身于一体的
农民的和谐公园啊！

今天的游览让我大饱眼
福 ，大 开 眼 界 。我 要 努 力 学
习，将来把我们的农村建设的
更加美丽，更加富有！

开发区实验小学：

举办爱眼知识讲座

近日，明润视光爱眼专家为烟
台开发区实验小学师生做了一场

“爱眼护眼”知识讲座。讲座中，专家
向同学们详细讲授了发生近视的原
因、近视的危害、怎样预防近视、如
何科学用眼及眼部的运动等爱眼护
眼的知识，通过这次讲座，同学们了
解了如何爱眼护眼、如何保持良好
的爱眼护眼习惯，拓宽了用眼知识，
增强了护眼意识，受益匪浅。

通讯员 崔永霞 朱忠琴

牟平区五里头小学：

对学生进行感恩教育

近日，五里头小学对学生进行
感恩教育，首先由学生代表做了主
题为“学会感恩”的演讲，号召学生
从现在做起，从身边的每一件事做
起，用真诚的心表达感恩之情，报答
父母、老师、学校和社会；接着校长
做了总结，再次强调要珍惜学习时
间，争取学有所成，成为有用的人
才。这次感恩教育活动，进一步加深
了师生对感恩的理解，增强了学生
奋发向上的信心和决心。

通讯员 鞠元德 丁学风

烟台一职：

举办书法培训讲座

近日，烟台一职艺术科邀请烟
台市硬笔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温秀军
举行一场书法讲座。讲座期间，温老
师以其丰富的授课经验、幽默诙谐
的语言以及独特的学习方法，征服
了在座的每一位师生，赢得了一致
好评。通过此次讲座，不但激发了学
生对于硬笔书法的热情，更通过对
汉字历史的了解，提高了爱国意识
和民族自豪感。

通讯员 宋林

高新区东泊子小学：

家访促进家校沟通

近日，高新区东泊子小学，老师
们分小组深入到学生家中，开展家
访活动。通过家访，老师与家长零距
离交流接触，家长对自己的孩子在
校学习情况有了更深的了解，也为
老师在日后的教育、教学中有针对
性的教育学生有很大帮助。

通讯员 吕守兴

高新区良才小学：

推进教学联谊活动

近日，高新区良才小学同牟平
区实验小学“教学联谊活动”进一步
推进，聘请牟平实验小学张丽娜、林
莉、林雪飞三位专家教师为全校教
师进行了“课堂教学技能”专题讲座
培训。本次讲座，三位专家听了良才
小学两堂展示课后，指导全体教师
就“如何把握教学目标、怎样指导小
组合作学习、怎样进行批注式阅读
教学”等教学中实际问题，探解课堂
教学。教师们听后很受启发和鼓舞，
从而促进了学校教研工作的有序深
入开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通讯员 姜春梅

星海艺术学校：

开展寻秋板报展活动

为了让孩子们感受秋天的美，
秋天的收获，培养他们细心观察
生活，以及团结协作的能力，星

海艺术学校大队部开展以“寻找

秋的痕迹”为主题的创
意板报展活动。孩子们

把“秋天的痕迹”以落叶
剪贴画、摄影或美术作品、习作等多
种形式展示出来，把黑板装饰得温
馨而有情趣。

通讯员 王晓 金聆 牟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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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蔬菜菜大大棚棚里里学学采采访访
本报招远小记者探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专刊记者 王伟凯 通讯员 吕成勇 刘宏炎

近日，本报招远市蚕庄完全
小学全体小记者参观了招远市
蚕庄镇河西金矿有机蔬菜基地
和新农村建设示范村——— 前孙
家村。活动中，小记者纷纷表示
自己通过多次参加活动开阔了
眼界，增长了见识，并为写作积
淀了好的素材。

金灿灿的阳光照得大地
暖洋洋的，活动当天上午八点
半，本报小记者们带着精心准
备的笔记本和摄影摄像器材，
坐车前往“招远市河西金矿有
机蔬菜基地”。在基地，小记者
参观了现代化的有机蔬菜种

植大棚，一边听解说员解说各
种蔬菜的种植和管理，一边记
录、摄影、拍照，对于不懂的科
技词语，及时发问请教，互相
交流，对有机蔬菜种植有了深
入认识。紧接着，小记者又来
到新农村建设模范村——— 前
孙家村，参观了村里自建的小
公园，以及街道上的四书石
刻，并听取了村主任对新农村
建设的介绍，对农村建设有了
新的认识。在了解了新农村的
变化之后，小记者们纷纷表示
要努力学习，将来用自己的双
手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11月的一天，秋高气爽，风
和日丽。迎着初升的朝阳我们全
校的齐鲁晚报小记者在学校集
合，准备去参观河西蔬菜大棚和
前孙家村的新农村建设。

8时整，我们上了校车，同学
们满怀新奇，一路上欢声笑语，车
内充满了欢乐的气氛。10分钟后，
我们到了河西集团，一下车映入
眼帘的是金水湖，湖水在阳光地
照射下波光粼粼，宛如绿色的绸
缎，白色和黑色的鸭子在湖中自
由自在地嬉戏，那是他们的乐园。

接着我们参观了绿色蔬菜
大棚。呵！好多大棚哎！一排排整
齐的列队矗立在广阔的田野上，
大棚建筑面积都在720多平方
米，最大的是西红柿大棚1076平
方米。棚中最低温度是15度到18

度，最高温度达到25度到30度，这
样才最适合蔬菜的生长。我们首
先来到红圆椒大棚，那一个个拳
头大的红圆椒挂满枝头，在墨绿
色叶子的衬托下，显得光彩夺
目，像一个个大红灯笼从绿叶丛
中探出头来，仿佛在跟我们捉迷
藏呢。每个大棚都安了杀虫灯、
捕虫板，这样不用农药也能保护
好蔬菜不被虫子叮咬，也就是绿
色生态菜。我不禁脱口而出：“真

是太神奇了。”我要为科学家的
聪明才智而喝彩。

在茄子大棚里挂着好多好多
的茄子，真是果实累累。瞧，那紫
色的茄子又长又亮，宛如无数
亭亭玉立的美女穿着旗袍在跳
舞。

黄瓜大棚在召唤我们呢，
那翡翠般的黄瓜满身长刺，仿
佛一个个小卫士，顶端戴着黄
色的帽子，真是逗极了。望着嫩
绿的黄瓜，我有点垂涎欲滴，真
想咬一口。

金串大棚在向我们招手，
那一串串的小西红柿熟了以后
是金黄色的。我掩饰不住自己
的喜爱之情，看它一个个晶莹
剔透，好似金豆满枝，熠熠生
辉。“同学们可以摘来尝尝啊。”
导游和蔼地说。我欣喜若狂，小
心翼翼地摘了一个放进嘴里，
哇！酸甜可口，太好吃了。

接下来参观了尖椒大棚和
大西红柿大棚，同样都要给我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科学的进步使
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精彩，感谢科
研人员及河西集团的大棚为人
们奉献出绿色健康的蔬菜。

结束了河西金矿蔬菜绿色
之旅，我们来到了前孙家村，这

个村荣获“蚕庄镇美丽乡村”的
称号。这里风景优美，绿树成荫，
道路整洁，房屋整齐。说起优美，
我们赶紧去看一看投资一百万
建造的“和谐公园”吧，显赫的四
个大字“和谐公园”刻在大石头
上，石碑的背后刻着“建于2010

年10月”。那高高的假山上，一道
瀑布从天而降，不禁让我想起一
首诗：“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
河落九天”，那碰撞出的水花像
雾又像烟。假山是用千奇百怪、
形状各异的石头组建而成，大自
然真是神奇，石头不光给我们带
来财富，更带给我们赏心悦目的
艺术享受。

来到小树林，一排排名贵
树种，仿佛是整齐的列兵等待
着我们的检阅。这儿是鸟的天
堂，我们的到来使鸟儿们欢唱
起来，犹如演奏一曲曲悦耳动
听的乐曲。

走进长亭，那是个休闲纳
凉的好地方，地面上的鹅卵石
镶嵌成漂亮的图案，踏上凉亭，
迎风而立，眺望远方，心也随之
宽阔了许多。

不远处农民的房子整齐划
一，都经过村里统一的规划。村
路的两边有石书，上面刻着名人

名言，一股书香的气息扑面而
来。那十二生肖的石刻栩栩如
生，同学们你摸摸，我瞅瞅，欢声
笑语此起彼伏。

那些五彩斑斓的几何架构
是健身器材吧，看到前孙家这么
多的健身器材，我真是喜出望
外，和同学们尽情玩了起来，同
学们和老师到这个器材上玩一
会儿，又到那个器材上玩一会
儿，我们多想让时间定格在那一
刻，再多看一眼新农村的美景，
再多享受一会健身器材带给我
们的快乐，生活在这个村的人们
真是太幸福了。

前孙家村的村民都和蔼可
亲，他们的生活富裕甜蜜，生活
在处处美景如画的环境里真是
一种享受啊！

回想今天的快乐之旅，我深
深感受到科技的力量，知识改变
生活，我一定要加倍努力的学
习，把学到的知识
运用到生活中去，
为人们的生活增
添更多实惠方便的价
值。而新农村建设让我看到了我
们的国家变得越来越强大，人们
的生活越来越舒适，希望我们
的农村越建越美丽！

新新农农村村之之旅旅
招远市蚕庄完小 五年级二班 叶繁 指导教师 王燕静

结满小西红柿的蔬菜大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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