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树穿上“保暖大衣”
本报小记者（迎宾路小学6年级11班）闫婧瑜

11月 3日，我们迎宾路小
学部分晚报小记者来到沧州印
象·大运河农业生态文化产业
园进行参观学习。

一进大门，我一眼就看到
了小路两旁的菊花，它们开得
可旺盛了。路两旁还种着许多
树，树干上包裹着绿色的布，就
像穿上了一层保暖大衣。

我们首先参观了智能玻璃
温室。我们了解到，这里有很多
植物、蔬菜都是无土栽培，如滚
筒式栽培、立柱式栽培等。

温室里还有许多我之前没
见过的花草树木，其中有一棵

树，当我们凑近它时会闻到一
股淡淡的香味，这香味令人久
久不能忘怀。

接着，我们来到了马厩，这
里是马儿休息的地方。这里的
马很多都是国外品种，它们高
大无比，长得非常俊俏。

我们走出大门，在大门前
合影留念。这次参观让我们长
了不少见识，原来植物不用土
也可以生长。我们要好好学习，
长大后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
量。

（指导老师：高怀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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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区迎宾路小学校长

“健康第一，快乐成长，
为学生幸福童年负责”是我
们的办学理念，“培养知礼、
笃行的现代社会公民”是我
们的育人目标。校园应该是
生命成长的乐园，尊重规律、
尊重个体差异，让爱充盈校
园，愿每一名师生都能过一
种有尊严的教育、学习生活。

冯连砖

校长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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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儿爱吃甜
出了智能玻璃温室，我们就

来到了马术训练场，这里的马有
的全身雪白，有的浑身乌黑，不
过它们都有个共同的特点——
喜欢甜食。

我注意到有几匹小马正深
情地看着我们，还有一匹大马在
训练场里飞驰。

本报小记者（迎宾路小
学6年级11班）宋欣洋

沁人心脾
文化产业园里的景观各具

特色，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
是那片花海。

那红色、黄色、粉色的花朵
芬芳艳丽，扑鼻的香味沁人心
脾。

花海的构思也十分巧妙，让
人耳目一新。观赏这片花海简直
就像观赏一件艺术品，让人流连
忘返，久久不愿离去。

本报小记者（迎宾路小
学6年级11班）杨淘然

可爱的马儿
马术室里有许多温血马，大

部分来自国外，每一匹马都有自
己的名字。

这些马的智商非常高，相当
于 5 岁小孩的智商，但是这些马
儿也非常胆小。

它们喜欢安静，喜欢甜食，
讨厌酸味，嗅觉和听觉都很灵
敏。我觉得马儿非常可爱。

本报小记者（迎宾路小
学6年级9班）王奥一

种在“墙”上的植物
本报小记者（迎宾路小学6年级11班）宋盈哲

科技让生活更美好
本报小记者（迎宾路小学6年级9班）敬丛语

我被小马迷住了
本报小记者（迎宾路小学6年级8班）齐悦

秋风萧瑟，秋意渐浓，11
月 3 日，我们来到了沧州印
象·大运河农业生态文化产业
园。

大道两旁种有许多树，据
说园区里的元宝枫都有 300多
年树龄了。

接着，我们到达了第一个
参观地点——智能玻璃温室。

一进温室，我就闻到一股
香香的味道，原来这里满屋都
是花花草草。虽已暮秋，但这里
却生机勃勃。

我们继续往前走，到达了
滚筒式栽培区，这种栽培方式
是把营养液固定好，把植物放
在滚筒上，根向外，随着滚筒转
动，植物会依次接触营养液。

在这个温室里，最让我惊
讶的是一棵仙人掌。这棵仙人

掌特别高，煞是引人注目。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我最

喜欢的地方——马厩。刚一进
去，我就被这群可爱的小马迷
住了。它们伸伸脖子，吐吐舌
头，剁剁小腿，好像在专门逗我
们似的。我们出来时，我发现有
一匹小棕马从栅栏里探出头，
这是对我们恋恋不舍吗？

最后，我们还参观了马术
训练场。在那里有几匹小矮
马，它们只有 1 米左右高，长
着小短腿、小耳朵，“发型”也很
独特——头上的毛发遮着眼。
这样它们能看清路吗？我真为
它们担忧。

通过这次活动，我既了解了
一些种植技术，又看到了呆萌可
爱的小马，真是受益匪浅。

11月 3日，我们来到了沧
州印象·大运河农业生态文化
产业园。在那里，我了解了现代
农业技术，不禁感叹科技的发
展是多么迅速。

首先，我们来到一棵大树
前，一位叔叔告诉我们这是元
宝枫，园内只有两棵，树龄都在
300年左右。

接着，我们来到智能玻璃
温室。走进温室，就好像走进了
一个五颜六色的秘密花园。这
里不仅有美景，还有许多新奇
而又独特的种植方法，例如立
柱式栽培、滚筒式栽培等。

其中有一种栽培方式，所
有的植物都种在“墙”上，而这
堵“墙”是空心的，里面会喷出
水雾供植物生长。我不禁感叹，

种植物都能种出“时尚”啊！
更让我惊叹的是太空农业

展区。以前我也看见过在太空
舱里种植物的新闻，只是没想
到在地球上竟也可以模拟太空
舱中的环境。

从温室里出来，我们继续
前进。沿着小路，我们来到了马
厩。一匹匹马儿呈现在我们眼
前，它们长得多么俊俏啊，眼睛
都在闪烁着光芒。

活动结束了，我真佩服科
学家能研制出那么多新奇的培
育方式，也感受到中国科技发
展的迅速。我们要好好学习，创
造更美好的未来！

（指导老师：高怀丽）

终于盼到了这一天，11月
3日，我们迎宾路小学部分晚
报小记者来到沧州印象·大运
河农业生态文化产业园进行参
观学习。伴随着同学们的欢声
笑语，转眼间，我们就来到了目
的地。

我们一个个有序地进入正
门，首先看到的是一棵棵穿着

“衣服”的树。讲解员说这是南
方树种，不适应北方的气候环
境，所以被穿上了“衣服”。

接着，我们来到了智能玻

璃温室。这个温室很大，里面的
植物让人眼花缭乱，使用的栽
培技术也是多种多样，让人叹
为观止。我不得不佩服科技的
力量，给植物的生长提供了更
广阔的空间。

正当我们意犹未尽的时
候，讲解员结束了讲解，为我们
的旅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这
次活动让我坚定了学好文化知
识、建设家乡的决心。

（指导老师：高怀丽）

叹为观止的栽培技术
本报小记者（迎宾路小学6年级11班）常赫洋

11 月 3 日，秋高气爽，万
里无云，在这美丽的时节，我
校部分晚报小记者来到沧州
印象·大运河农业生态文化产
业园参观学习。

我们来到了园区的智能玻
璃温室，这里集农业观光、农业
高科技示范、农业科普教育意
义及农事体验等功能于一体。

温室里培育了菠萝蜜树、
红豆杉、番石榴等植物，让我们
感到新奇不已。滚筒式栽培、A
字架式栽培、立柱式栽培……

温室里各种“稀奇古怪”的种植
方式更是让同学们连连惊叹。

古枣林收集了许多百年以
上、树形优美的古枣树。它们盘
根错节，姿态万千，让我们印象
深刻。

科技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先
进技术，不断提高劳动生产效
率，改善农民的劳动条件。

科技与生活息息相关，我
们的日常生活中处处离不开科
技。

（指导老师：高怀丽）

科技与生活息息相关
本报小记者（迎宾路小学6年级11班）娄紫涵

科技一词，看似遥远，实
则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时每
刻都在享受科技带给我们的
便利。11月3日，我们走进沧州
印象·大运河农业生态文化产
业园，了解科技给农业带来的
改变。

天气已经很冷了，别处的
花草都歪着脑袋，可产业园里
还有大片大片的青草和鲜花。
经过讲解员叔叔的介绍，我们
得知这里有很多树都是我们
北方不常见的品种，其中有一
棵元宝枫已经有300多年树龄
了。

随后，我们来到智能玻璃
温室参观。原先我们只知道土
地上可以种植蔬菜，可经过讲
解员叔叔的讲解，我才知道原
来还有立柱式栽培、滚筒式栽
培等多种蔬菜种植方式。

最后，我们还去参观了马
厩。这里的马很胆小，喜欢甜
食，但它们的智商可高了，相
当于5岁小孩的智商。

很快，我们的参观结束了。
通过这次参观，我感受到科技
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益
处，也为我们解决了不少难题。

（指导老师：张建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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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区迎宾路小学小记者站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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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招沧州县市合作商
四合市场南100米路东 18731137158

一次性水晶餐具，
PS树脂材料，0加盟，
0保证金，轻松做老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