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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小学的小记者们参观
沧州印象·大运河农业生态
文化产业园的视频。

小花欢迎我们
走出智能温室大棚，讲解

员带我们来到一片花海前。这
片花海非常漂亮，花的颜色主
要是白色和紫色，白色的花还
被摆成了大运河的形状。这些
花散发着淡淡的香气。

一阵微风吹来，这些小花
随风摇摆，好像在欢迎我们的
到来。我们都开心极了！

本报小记者（朝阳小学
4年级4班）蒲思佳

大开眼界
走进智能温室大棚，我立

刻感受到了一种温差，这里面
与外面相比暖和了许多。

这个温室大棚里有科技
栽培区、花卉观光区等展区。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科技栽培
区，那里有许多我从来没有
见过的栽培技术，真是大开
眼界！

本报小记者（朝阳小学
4年级3班）李昊桐

奇妙的旅程
本报小记者（朝阳小学6年级4班）于子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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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区朝阳小学小记者站专版 小
记
者

——运河区朝阳小学校长

郑金香

学校秉承“为孩子的美好未
来奠基”的办学理念，师与生的
双主体和谐发展目标，树立“以
德为首、以人为本、以爱为源、以
法为度、以真为贵、以和为美”的
办学思想。致力打造以“干干净
净每一天”为主旨的养成教育和
以“书香润泽童年、银球托起梦
想、习惯成就未来”三大办学特
色，达到让学生“修身立德，学有
所长，全面发展”的目标。

校长寄语

10月 29日上午，我们朝
阳小学的晚报小记者一起去
沧州印象·大运河农业生态文
化产业园参观、学习。

走进园区，我们先去参
观了一个智能温室大棚。一
进大棚，一股土腥味就扑面
而来。

在讲解 员 阿 姨 的 带 领
下，我们来到一个个滚筒面
前。讲解员阿姨告诉我们，这
是滚筒式栽培，这种栽培技
术可以让每棵蔬菜都吸收到
充足的养分。

接着，我们又来到一排
A 字形的架子前，原来这里
是 A 字架雾培区。这种栽培
技术可以提高空间的利用
率。

在这个智能温室大棚里，
我们还了解了蔬菜树式栽培、
立柱式栽培等。

走出温室大棚之后，我们
又去参观了特色花海和马厩，
但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温室
大棚。它让我知道了原来还有
这么多神奇的栽培技术，真是
大开眼界呀！

10月29日，我们小记者怀
着激动的心情参观了沧州印
象·大运河农业生态文化产业
园。这里好美呀，有智能温室大
棚、特色花海、马厩……

我们先来到智能温室大
棚。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大、这么
先进的温室大棚，里面展示了
许多种栽培技术。我感觉最神
奇的是“太空农业”，也就是要
培育出可以在太空生长的植
物。

这种“太空植物”的作用可
大呢！它们可以提高作物的营
养价值，提高粮食产量，还可以
增强作物的抵抗力。

走出温室大棚，我们看到

一棵造型独特的大树。讲解员
阿姨告诉我们，这棵树叫元宝
枫，它已经生长了300多年了。

“哇，300 年！”我们都惊呼起
来。

接着，我们又来到一片花
海前。讲解员阿姨说，这片花海
叫特色花海。这些花儿五彩缤
纷的，有黄的、红的、白的、紫
的，在阳光的照耀下分外美丽。

最后，我们又走进一个马
厩。马厩里的几匹马都非常可
爱，特别是那两匹小矮马非常
讨人喜欢。

在这次参观中，我学到了
好多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我
好喜欢这样的活动。

10月 29日上午，我们朝
阳小学的晚报小记者来到沧
州印象·大运河农业生态文化
产业园。

走进园区，我们先去参观
了一个智能温室大棚。在这个
温室大棚里，我看到了很多以
前没见过的植物，有高大的仙
人掌树、菠萝蜜树等，还有采
用了多种新型栽培技术种植
的各种蔬菜。

这些新型的栽培技术有
蔬菜树式栽培、立柱式栽培、
A字架雾培和立体管道式栽
培等。其中最让我感到新奇
的是立体管道式栽培。

利用这种栽培技术，设计

师们还将管道巧妙地设计成
了几种独特的造型，有的像
一艘帆船，叫“一帆风顺”；有
的像古代的鼎，叫“鼎立中
华”……我觉得这些名字起
得非常贴切，听到名字，我
们就能想象出它们大概的
形状。

我真佩服这些设计师的
智慧，也忍不住赞叹这种奇妙
的栽培技术。

随后，我们又参观了特色
花海和马厩。

听讲解员说，其实这里还
没有完全建好。我相信，等这
里全部修建完成之后，一定会
更吸引人。

10月 29日，我们学校的
晚报小记者一起参观了沧州
印象·大运河农业生态文化产
业园。

走进园区，我们先去参观
了一个智能温室大棚。温室大
棚里面很暖和，湿气也很大。
在这里，我们了解了A字架雾
培和立柱式栽培等很多新奇
的无土栽培技术。我还看到，
一根根芹菜居然被种在管道
里，而且管道里装的也不是
土，而是一种营养液，真是太
神奇了！

在这个智能温室大棚里，
我们还见识到了许多以前没
见过的树种，有菠萝蜜树、番

石榴树等，真是让我们大开眼
界啊！

走出温室大棚，我们又去
参观了一个马厩。马厩里住着
几匹可爱的马儿，有蛋蛋、米
娅、小白、小花等。蛋蛋是一匹
很威武的棕色骏马，我真想骑
上它狂奔一下，感受那种风驰
电掣的感觉。

出了马厩，我们走在一条
铺满小石子的小路上。我真希
望这条小石子路没有尽头，因
为走到它的尽头，我们的参观
活动就结束了。

这次农业生态园之行让我
们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天。

10月29日，我们朝阳小学
的晚报小记者怀着激动的心
情，来到沧州印象·大运河农业
生态文化产业园。在这里，我领
略到了大运河的别样风采。

进入园内，一阵阵花香扑
鼻而来。那一朵朵绽放的菊
花将小路两旁装扮得五彩缤
纷，它们像一个个小花童在
列队欢迎我们的到来。

我们先走进一个智能温
室大棚。在讲解员的细心讲
解下，我们了解了几种新型
的栽培技术，有 A 字架雾培、
螺旋仿生立柱式水培等。给
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螺旋仿
生立柱式水培。这种栽培技

术能保证每一棵植物都得到
足够的养分。

走出温室大棚又是另一番
美丽的景象，我的目光被特色
花海所吸引。这片花海的花以
粉色、红色、白色三种颜色为
主，并用白色的花摆出了大运
河的形状，非常漂亮！微风吹
过，飘来一阵淡淡的花香，我陶
醉在这片花海中。

最后，我们又参观了马厩。
在讲解员的指导下，我们与马
儿来了一次亲密接触。

通过这次活动，我更加了
解了大运河农业生态文化，我
会努力学习，将来把家乡建设
得更美。

同学们，你们参观过温室
大棚吗？你们听说过滚筒式栽
培技术吗？10月 29日上午，我
们乘车来到沧州印象·大运河
农业生态文化产业园。在这里，
我亲眼见识了智能温室大棚和
滚筒式栽培技术。

进入园内，我们跟随讲解
员阿姨的脚步，来到一个智能
温室大棚。一进门，我便闻到一
股泥土的清香，映入眼帘的是
一排排滚筒，滚筒的每一层都
有一排小小的培养皿。培养皿
中插满了幼苗，滚筒下面有一
个小水池。

讲解员阿姨告诉我们，这就
是滚筒式栽培，它可以让每一棵
秧苗都能吸收到充足的养分。

我们继续往前走。突然，一
株高大的植物吸引了我的目
光。它高大、挺拔，远远望去，可
以隐隐看到植物上面长满了小
刺。讲解员阿姨介绍说：“这是仙
人掌树，我们可以看见它的底部
已经完全成为木质结构，只是上
面的小刺还没有脱落……”

我望着这棵树，心里不禁
感叹：“这棵仙人掌恐怕要有两
三百年的树龄了吧！”

接着，讲解员阿姨又给我
们介绍了立柱式栽培、A字架
雾培和蔬菜树式栽培。

在这里，我见识到了许多
新奇的栽培技术，体会到了科
技的伟大，这真是一次奇妙的
旅程。

这里好美呀
本报小记者（朝阳小学4年级6班）黄睿康

“醉”美大运河
本报小记者（朝阳小学5年级4班）李昊璇

滚筒里也能种菜
本报小记者（朝阳小学6年级4班）孙良煦

“鼎立中华”太有创意了
本报小记者（朝阳小学4年级2班）龚子轩

农业生态园里长见识
本报小记者（朝阳小学4年级1班）高子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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