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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一一种种天天气气都都有有奥奥秘秘
本本报报3300余余名名小小记记者者气气象象台台里里涨涨知知识识

本报威海7月27日讯(记者
李孟霏 陈乃彰) 风雨雷

电冰,这些气象都是怎么形成
呢？天气预报员又是通过什么
来播报气象信息的呢？7月23
日，本报30余名小记者来到威
海市气象局，零距离接触气象
科学。由于当天天气比较炎热，
很多小记者热的汗流浃背，可
他们还是坚持参观体验，并且
将自己近期遇到的天气情况及
时和工作人员进行请教，受益
匪浅。

两小时的参观行程中，小
记者们还观看了气象影片,不
仅参观了“神秘”的气象设施,
向气象专家提出了一系列问
题,还亲身体验了气象播报员
的工作,过了一把“气象瘾”。

23日上午，参观一开始，气
象局的工作人员先是把小记者

们带到了一个摆满各种仪器设
备的大房间——— —— 气象应急指
挥中心。

“我们就是在这里汇总各
方面传来的气象信息,并发布
出去的。”工作人员一边说,一
边为小记者们播放介绍天气预
报制作过程的幻灯片。

“天气预报制作分为四个
步骤,工作人员首先要通过温度
计、湿度计、气象卫星等工具观
测天气,并将这些数据制成天气
图,各种天气信息经过充分分析
后,就可向外界发布了。”

简单介绍了天气预报的制
作过程后，工作人员又把小记
者们带到气象局的室外观测
场。在观测场，小记者们不顾炎
热的天气，纷纷拿出自己的笔
和本子认真的记下每一个参观
的环节，在看到一个方型箱式

的设备后，小记者们纷纷提出
问题，尽管大家思考了很长时
间，也没有猜到这个箱子的作
用，但很快，在气象专家的指导
下,大家伙儿知道，这个箱子是
用来测量温度和湿度的，叫做
百叶箱，其面积和距离地面的
高度都有严格的要求。

在了解了基本的信息后，
为了让小记者们多一份体验
感，工作人员安排小记者们来
到了气象播报体验厅。

经过投影仪、电视、蓝色背
景墙等设备，小记者们亲身体
验了气象播报员的工作，过了
一把“气象瘾”。

“高区多云转晴 ,文登多
云、东风八到九级……”不少小
记者都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
进行了天气播报。

而有了这份体验,小记者
们也更受益匪浅，“我也就知道
气象背后的那些秘密了，跟着

小记者体验，家长们也学到了
知识。”

小记者摇身变成“气象小主播”。

统一路小学“帮扶团”再赴青海送课
本报威海7月27日讯(记

者 陈乃彰 通讯员 冯永
香) 近日，统一路小学部分
领导、骨干教师一行再赴青
海省门源县寄宿制小学，圆
满完成了送课、互动研讨和
经验交流等“手拉手”结对帮
扶交流活动。

为了让门源县寄宿制小
学的教师、学生亲身地体验到
融教学设计、情境创设、师生
互动、课堂评价等全面的课堂
文化，青海省门源县寄宿制小

学的教师生先后听取了统一
路小学骨干教师为孩子们上
的数学、英语、语文识字课、
读书导读课及品德课，虽然
青海的孩子们与我们的孩子
们有知识储备、学习习惯和
思维方式的差异，但孩子们
很快就投入到启发他们思
考、动口、合作、互动的课堂
学习中，并自信地举起小手
积极回答问题。

为将统一路小学的课堂
教学研讨模式与门源县寄宿

制小学进行经验共享，在听
取了门源县寄宿制小学的一
节数学课《吨的认识》后，统
一路小学领导和骨干教师通
过教师目标达成、评价激励、
提问有效度，学生参与度等
6个不同的观察点进行了评
课议课，并为学校各科教师
进行答疑解惑，针对不同的
学情，进行了有效的建议和
指导。

此次送课、研讨活动，让
门源县寄宿制小学感觉受益

很多，解决了他们急需的教
师课堂教学实地观摩、学习、
指导与实效研讨的问题。自
2015年7月，统一路小学与门
源县进行手拉手结对帮扶交
流以来，统一路小学积极做
好驻校培养、送课交流，并通
过网上教研等方式，积极地
做好帮扶、互动交流工作。通
过两年多的结对帮扶交流，
促进了两校、两地在教育上
的资源共享、互通有无和共
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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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阅乐“王一梅”作文专栏

《到处都是太阳》
我写了一张《吹牛报》，主题是天上下太

阳，时间从早上5点下到5点10分。
没想到早上5点一到，天上果然下太阳

了。一开始我觉得很好，小老鼠们也特别开
心，因为它们的洞特别潮湿，滚进来的小太
阳可以马上晒干洞里的水，现在小老鼠可以
放心舒适地在家里晒太阳浴了。

我们也开心极了，我们把果子、肉插在
筷子上，伸到窗外，马上就烤熟了。我们一边
吃着苹果干、烤肉串，一边看电视。可是天太
热了，窗外一只鸟儿的尾巴散发着糊了的味
道，街上卖棉花糖的大爷手里只剩下一根棍
子，棍子还着火了。

还好10分钟一过，太阳都消失不见了，
只剩下一个太阳挂在空中。幸亏我写的只是
十分钟，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不过这十分钟
真是太刺激了，下次我还要写一张《吹牛
报》——— 晴天有时下老虎！
威海市实验二小 1年级3班 孙立越
指导老师：刘煜超
点评：孙同学虽然在情节构思上借鉴了
日本矢玉四郎的《晴天有时下猪》，但内
容富有想象力，写出了天上下太阳后发
生的有趣事情，尤其是鸟儿尾巴的焦糊
味道，以及卖棉花糖大爷手中着火的木
棍，画面感十足，棒！

《家的"声音"》
家里的水，哗啦哗啦。
锅里的菜，噼里啪啦。
一听就是妈妈在做饭，妈妈最

拿手的饭是红烧肉，一股香香酱油
的味，还真不赖。

爸爸在睡觉，呼噜呼噜，就像天
上打雷了，好吵啊！

我在看漫画，有一段最好笑了，
“小明被老师狠狠地表扬了一顿，小
明说：果奖(过奖)”，我笑得肚子痛。

小狗边吃饭边汪汪地叫，好像
在说：“今天的饭真香啊。”

爷爷和姥爷下象棋，噼里啪啦，

好像下大雨。

姥姥和奶奶边缝衣服边说

话，缝纫机嗒嗒嗒，好像小豹在

林中奔跑。

原来家里有那么多声音啊，真

是越听越温馨！

威海市实验小学 2年级4班 于潇逸

指导老师：刘煜超

点评：文中用了大量的拟声词，生

动、有趣地展现了一家人在一起的

温馨画面，读来明快又温暖，让人

印象深刻。

近日，明珠小学举行“谨防
溺水”安全教育活动。

孙利敏
近日，明珠小学党支部组

织党员教师到天福山学习。
姜侠云

近日，明珠小学举行新队
员入队仪式。

韩国正
近日，新都小学开展“预防

溺水”安全教育活动。
梁燕红

近日，皇冠中学开展节水
主题教育活动。

姜丽丽
近日，经区实验小学开展

了班级文化评比活动。
张肖杰

近日，经区实验小学党支
部举行党员爱心赠书活动。

吴娇
近日，经区实验小学举行

庆六一暨新书发布会活动。
张金

近日，威海七中开展初中
英语人机对话系统培训。

吕佳怡
近日，泊于中学开展“圆梦

微心愿”爱心活动。
丛黎明 林志鸿

近日，青岛路小学举行防
欺凌校园系列安全教育活动。

张恩超

速读

送戏

近日，半月湾小学精武班的孩子们在老
师的带领下走进半月湾社区，为社区企业退
休职工和社区居民代表、孤寡老人带来精彩
的武术表演。

本报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陈娜娜
摄影报道

领略
汉字美

近日，新苑学校和祥台社区联合举办的
硬笔书法培训班在新苑学校开班，家长和孩
子们跟着老师在写字的同时领略汉字艺术的
无穷魅力。

本报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赵春霞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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