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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个好地方
本报小记者（南环小学4年级1班）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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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小学的小记者参观沧州
印象·大运河农业生态文化
产业园的视频。

“水杉士兵”
走进大门，我们跟着讲解

员叔叔一直往前走。路两旁种
着一棵棵挺拔的水杉树，就像
一个个威武的士兵。它们好像
在说：“小记者朋友，你们好，
欢迎你们来到这里。”因为天
气渐渐变冷了，所以工作人员
给“水杉士兵”们穿上了一件
件温暖的“绿色毛衣”。

本报小记者（南环小学
4年级1班）纪然

300多岁的“老人”
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走

进沧州印象·大运河农业生态
文化产业园。

刚一进去，我们就看到了
一棵粗壮的大树。讲解员叔叔
告诉我们，这棵树叫元宝枫，
因为它的果实像元宝而得名。
讲解员叔叔还告诉我们，这棵
树已经有300多年的树龄了。

我又认真地看了看这棵树，
它的树干光秃秃的，像个老人。

本报小记者（南环小学
4年级5班）赵雨轩

星星点灯★
★

11月5日，学校组织我们
小记者去沧州印象·大运河农
业生态文化产业园参观，大家
都非常兴奋。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我们
走进这个农业生态园，参观了
各个展区。

我最感兴趣的是金丝皇
菊种植区。走进这个占地面积
非常大的种植区，我感觉自己
仿佛陷入了一片花海中。

我凑近一株株菊花，仔
细地观察起来，它们有的还
是花骨朵，那花骨朵饱满得
仿佛马上要破裂似的，有的

只绽开了两三瓣花瓣，还有
的已经完全绽放了，金丝般
的花瓣非常好看。一阵阵花
香扑鼻而来，我陶醉了。

走出这片花海，我们来到一
片草坪上。这片草坪像一块巨
大的绿色绒毯，上面还点缀着
几个栩栩如生的动物模型。这
些动物模型个个活泼可爱，有
大象，有“松鼠一家”，还有两只
长颈鹿机警地观察着四周……

通过此次参观，我对农业
生态文化有了初步的了解，我
们一定要茁壮成长，成为大运
河优秀文化的传承人。

11月 5日，我们乘着公交
车，一路上有说有笑地来到了
沧州印象·大运河农业生态文
化产业园。

一进大门，一棵身穿“绿
袄”，肩披“红花”的大树就吸引
了我们的眼球。

讲解员叔叔说：“这种树的果
实很像元宝，所以人们把这种树
叫元宝枫。这棵树已经有300多
年的树龄了。因为它是一种南方
的树木，不太适应北方环境，所以
我们才给它做了一些防护。”

听了讲解员叔叔的一席
话，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张大了
嘴巴，目瞪口呆地望着这棵神
奇的大树。

接着，我们走进一个智能
温室大棚。哇，里面好大啊！

瞧，这儿有个像大风车的架
子，上面摆着一盆盆蔬菜。那它
们的营养从哪里来呢？讲解员叔
叔指着蔬菜下面的一个水池说，

“风车”转动起来以后，每盆蔬菜
都能沾到水池里的水。池里的水
可不是普通的水，而是营养液。

有人问，盆里种的都是什
么蔬菜呢？讲解员叔叔说，这是
薄荷，说完还摘下一片让我尝
尝。我一尝，还真是薄荷，吃起
来甜甜的，还有一股清香。

走出温室大棚，我们又去
参观了马场。那里有一匹枣红
色的骏马，特别好看。

这次参观让我懂得了科
技助农的含义，我们一定要好
好学习，将来打造更加美丽的
生态园。

身穿“绿袄”的元宝枫
本报小记者（南环小学5年级3班）吴国邦

11月5日是我们小记者最
开心的一天。我们学校的部分
晚报小记者一起走进沧州印
象·大运河农业生态文化产业
园，观赏美景，感受运河古韵。

一进园区，我们就看见好
多树上都挂着输液用的“吊
瓶”，有的树还穿上了“绿毛
衣”。我看到一棵造型很独特的
大树，便问讲解员叔叔，这是什
么树？讲解员叔叔告诉我们，这
棵树叫元宝枫，是一棵古树，它
已有 300多年的树龄了。我们
听了都惊叹不已。

讲解员叔叔带领我们走进

一个智能温室大棚，我立刻感
觉暖意融融的。这里面有科技
栽培区、花卉观光区、农事体验
区和标本展示区，每个展区里都
种着好多花花草草，还有蔬菜。

参观完温室大棚，我们又去
参观了马场和金丝皇菊种植区。

最后，我们来到一片草地
上。草地上有很多可爱的动物
模型，有小鹿、长颈鹿、大象等。
在这片草地上，我们尽情地奔
跑、嬉戏，可开心了。带队老师
还给我们拍了许多照片。

今天我们太开心了，有时
间你们也来这里看一看吧！

从小妈妈就告诉我，她是
在运河岸边长大的，两岸的美
景陪伴她度过了快乐的童年。
听说运河边又新建了一个农
业生态园，叫沧州印象·大运河
农业生态文化产业园，作为晚
报小记者，我有幸和同学们一
起去那里参观了。

走进园区，我们沿着两排
小树向前走。突然，我们看到一
棵超级大的树，非常显眼。讲解
员叔叔说，这棵树叫“元宝枫”，
已经生长了 300多年了。我们
听了都赞叹不已。

继续往前走，我们来到一
个智能温室大棚。那里边的花
草树木很多我都叫不上名字，
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好奇。我看

到一棵树的吊牌上写着“鸡蛋
花”，我平时最爱吃鸡蛋了，没
想到还有叫鸡蛋花的树，太有
趣了。

我仔细地看了看这棵树，
它长得和鸡蛋一点儿也不一
样。我很认真地把吊牌上的文
字记录在了我的笔记本上，准
备回去和同学们分享。

最后，我们来到一片草坪
上。草坪上面有很多动物模型，
有大象、小松鼠等。我们尽情地
在草坪上玩耍起来。

回到家，我又查询了一些
有关大运河与沧州的历史。大
运河养育了一代代沧州人，它
也将伴随着我们一天天长大，
我爱我的家乡。

11月5日，我们南环小学
的部分晚报小记者一起来到
沧州印象·大运河农业生态文
化产业园。

一进门，我就目不转睛地
盯着那个造型独特的木质门
楼。讲解员叔叔告诉我们，这
个门楼是木匠师傅纯手工打
造的，而且没用一个钉子，非
常神奇。

讲解员叔叔先带我们走
进一个智能温室大棚，里面种
植的植物可多了。在那里，我
们还见到了许多神奇的栽培
技术，有滚筒式栽培、螺旋仿
生立柱式水培等。

也许有人会问，为了展示
这些栽培技术，会不会占用很
大的土地面积？当然不会，因
为它们采用的都是一种立体
式栽培技术，就像我们现在住
的楼房一样，是分层的，充分
地利用了空间。

这里还有一棵菠萝蜜树，
树上系有一朵大红花。讲解员
叔叔说，这里系着大红花的树
一般都有 200 年以上的树龄
了。我数了数，这里最少有三
十几棵树上都系了大红花呢。

我很喜欢这个地方，在这
里我见识到了很多新型的栽
培技术，也喜欢上了种植。

11月5日，我们小记者一
起参观了沧州印象·大运河
农业生态文化产业园。那里
树木繁多，是个好地方。

这个农业生态园位于沧
州市运河区南陈屯乡西砖河
村，在古代，这里曾是一个驿
站，没想到现在焕然一新，成
了一个观光游览的好地方。

走进大门，园内种植的
一排水杉树像是在列队迎接
我们的到来。它们好像在冲
我们说：“嗨！小记者，你们
好，欢迎你们！你们可要把我
们这里写得好一点哦！”

再往里走，我们看到了
一棵粗壮的大树，讲解员叔
叔告诉我们：“这是一种南方
的树木，叫元宝枫。因为它结
出的果实非常像古时候的元
宝，所以才叫这个名字。”原

来还有这样的树，真是世界
之大，无奇不有。

跟 随 讲 解 员 叔 叔 的 脚
步，我们走进一个智能温室
大棚。这里展出了很多种栽培
技术，比如蔬菜树式栽培、立
柱式栽培和管道式栽培，这
些新型的栽培技术让我们大
开眼界。

我印象最深的是滚筒式
栽培，它是在一个个滚筒上种
植蔬菜，滚筒下边的长方形水
槽里灌满了营养液，当滚筒转
起来时，蔬菜就可以接触到营
养液，吸收到充足的养分了。

后来，我们又去参观了
美丽的特色花海、百年冬枣
园和马场。

我 喜 欢 这 个 农 业 生 态
园，希望以后还能有机会再
来这里参观。

陶醉在一片花海中
本报小记者（南环小学4年级6班）张舸洋

有趣的鸡蛋花
本报小记者（南环小学4年级5班）赵芝冬

我喜欢上了种植
本报小记者（南环小学5年级3班）郑莫凡

开心的一天
本报小记者（南环小学4年级6班）季兰蕊

校长寄语

——运河区南环小学校长

朱敬明

学校坚持“奠基生命，诗意
童年”的教育理念，致力于学生
的全面发展。自2014年在做好
常规教育的基础上，提出并实
施了“四大工程，着墨动静”的
特色工作思路，“四大工程”即：

“书香一生”“我爱篮球”“全神
贯注”“生态体验”。“四大工程”
将羽翼逐丰，依托在运河教育
的雁阵中，互相助力同拍前行。

快记下来快记下来

这是什么树这是什么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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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宜物流、仓储，有独立院，交通
便利，网络齐全，租金可议。整租、分
租均可。电话：13785745329

出租仓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