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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评十佳？ 可获优秀？ 欢迎小记者自荐
荆门晚报讯（记者曹国兵）谁能成
为 2018 年度晚报小记者团的“十佳小
记者”“优秀小记者”？ 即日起，欢迎广
大晚报小记者大胆自荐自己。
每年年底， 晚报小记者团均要评
选“十佳小记者” 和“优秀小记者”。
2018 年，晚报小记者团评选
“十佳小记
者”和“优秀小记者”工作即将开始，此
次评选本着公平、 公正、 公开的原

菊之宴

则， 采取自荐和晚报小记者团评审的
方式进行。“
十佳小记者”自荐标准：连
续参加晚报小记者团一年以上， 一年
中参加小记者活动 10 次以上，投稿累
计作品 6 篇以上；“优秀小记者” 推荐
标准： 参加荆门晚报小记者团半年以
上(含半年），半年中参加小记者活动 5
次以上，投稿累计作品 3 篇以上。 请符
合条件的小记者踊跃报名自荐， 自荐

度以下。
这次走进血站，让我探索到了血液知
识，真是收获满满！

小记者 易锦沄 名泉小学六（2）班
这个星期天，秋高气爽，碧空如洗。我
们小记者团组织小记者去植物园看菊展。
一进大门，便看见一个用古篆字体写
的大大的
“门”字。 听讲解员说，这个扎景
的名字是
“门迎天下”，两侧延展的五彩花
带，灵动飘逸，烘托出荆门深厚的文化底
蕴。 再往前走，一个巨大的京剧脸谱出现
在我们面前，“
戏剧缩影”的扎景把有代表
“
戏服头饰”“脸谱”“
戏台”组合搭配，塑造
出鲜明立体的扎景。 超萌可爱的“国宝闹
金秋”，家喻户晓的“
嫦娥奔月”，紧跟时代
科技的“鹏路翱翔”……栩栩如生的扎景
造型总让我们惊叹不已。
那丛丛簇簇的菊花，姿态各异，色彩
斑斓。 黄得似金、粉得如霞、白得似雪，红
得如火，还有新培育的蓝色、绿色、橙色的
菊花，甚至还有同一朵菊花上分别有几种
颜色层层盎然绽放……那株株菊花如同
一群群亭亭玉立的仙女翩翩起舞。娇媚的
花瓣借着阳光闪耀着美丽的光彩，朵朵奇
姿异彩的菊花里不时飘出缕缕袭人的清
香，那花如浪，那香如风，让整个公园成了
花的世界，花的海洋。 只记得元稹的一句
“
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
诗：
菊与梅、兰、竹并称为
“
花中君子”。在
这北风萧瑟，百花凋谢、寒霜弥漫的深秋，
菊花依然傲然怒放。 而且北风越紧，菊花开
得越是繁茂； 寒霜越浓， 菊花开得越是艳
丽。 难怪陈毅元帅会说：
“
秋菊能傲霜，风霜
重重恶。 本性能而寒，风霜其奈何！ ”
天渐渐暗了下来，我只好依依不舍地
离开盛大的菊花之宴。
（指导老师：丁红玲）

血液的奥秘
小记者 向梓文 红旗小学二（2）班
你知道血液里有哪些成份？你想探寻
血液的奥秘吗？你想知道血液是怎样检测
存储的吗？今天我跟着我们晚报小记者团
来到荆门市红十字中心血站，探寻血液世
界的奥秘。
穿过献血大厅， 我们来到生物消毒
室， 我们看到了几个像洗衣机的物品，医
务人员告诉我们那是血液消毒器，消毒完
之后医务人员把血液拿到一个机器旁将
那些血液放进去之后， 那个机器开始摇
摆。医生告诉我们那是不让血液凝固的机
器。 参观完生物消毒区之后，医生叔叔把
我们带到会议室，医务人员给我们介绍了
血液的功能，血液的成份有红细胞、白细
胞、血小板、血浆，一个成年人的全身总血
量约占体重的 8%；人的血液有四种不同
血型，有 A 型、B 型、AB 型和 O 型。 血液
不仅可以运输人体所需的营养，还含有白
细胞和一些免疫物质来保护人体，难怪人
们把它称为生命之河。我还知道了什么是
熊猫血呢！ 熊猫血就是指 HR 阴型血，是
一种非常稀有的血型， 因为极其罕见，所
“熊猫血”，熊猫血的保存是在零
以被称为

秋天的田野
小记者 李唐帝 白云路小学四（3）班
秋天——
—一个如诗如梦的季节。我爱
秋天，更爱秋天的田野。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和好友瑞瑞
一起来到广阔的田野， 欣赏着美丽的秋
色。 蔚蓝的天空中飘着轻纱似的朵朵白
云， 不时有几只可爱的小鸟飞来飞去，唱
着婉转动听的歌儿， 好像在欢迎我们似
的。我举目四望，只见一望无垠的水田、旱
地，呈现出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
我俩往左边看， 有一片雪白的棉花
地，好像是天空中仙女撒下来的白色轻纱
覆盖着大地，又好似冬天的一片白雪。 走
近一看，棉花叶子已枯黄，大部分的棉桃
已经绽开， 露出一朵朵白云般的棉花；也
有的含苞欲放，只开几条裂缝，好像在偷
看这美丽的秋色； 有少数还是花骨朵儿，
像害羞的姑娘不愿露出脸。有几户农民趁
着大好时光，背着箩筐，双手麻利地摘着
棉花，人人脸上洋溢着丰收的笑意。
往右边看，是一片金黄的稻田，在阳
光的照耀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秋风习
习，掀起层层金浪，飘来阵阵稻香。 这良
辰美景，真叫人陶醉。 忽然，“隆隆隆”的
机器声传到了我们的耳朵里， 我俩如梦
方醒。 朝声音的方向看去，农民伯伯把一
束束谷穗放进打谷机里，几秒钟，那一粒
粒金灿灿的谷子就脱离了稻秆， 聚集到
谷桶里来，一下子谷桶就满了。 农民伯伯
把谷子一桶桶提起挑到晒谷场，啊！ 晒谷
场一堆堆金黄的谷子堆成了一座座小金
山。
“喜看谷菽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
烟。”我爱美丽的秋天田野，也爱这丰收的
季节，但更爱那些为田野梳妆打扮，在田
野上勤奋劳动的人们！
（指导老师：张晓莉）

摘橘子
小记者 周睿涵 十里牌小学三（2）班
今天，我和妈妈跟着小记者团一起来
到漳河摘橘子。
我们一边走一边听着讲解员给我们
讲解橘子的基本知识，橘子树高约三米，
春季开花，十至十二月份挂果成熟，橘子
生长过程有六个时期，它们是幼苗期、生
长期、开花期、落果期、果实膨大期、盛
果期，橘子树的寿命在四十年至五十年。
我们到达果园后，呈现在我眼前的是
一片绿油油的的橘子树，橘树上挂满了黄
橙橙的橘子，我们拿着剪刀和竹篮采摘橘
子，我忍不住地摘了一个掰开放在嘴里品
尝。 哇！ 好甜呀！ 不一会，我就把一个橘子
囫囵吞枣地吃完了，接着没忍住又摘了一
个品尝起来。 哇！ 这个好酸！ 准备扔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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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妈妈严肃地对我说不要浪费，不要
因为它酸就可以随便丢弃，所以，我坚持
把这个橘子吃完了，妈妈还让我把橘子皮
用袋子装起来。我好奇地问：
“
橘子皮要来
做什么，为什么要装起来呢？ ”妈妈告诉
我：
“
橘子摘回去要是吃不完，可以做成橘
子罐头，这样可以更好地保存。 橘子皮是
一味中药。 ”妈妈还说：
“要是感冒咳嗽的
时候可以拿橘子皮煮水喝。”哦，我现在才
明白橘子皮有这么多的用处啊！
这次摘橘子，不仅让我学到了橘子的
生长过程，原来橘子从里到外都有非常高
的价值，更让我学到了无论去哪都不要乱
采乱丢，爱护环境，也要珍惜农民伯伯流
出的每一滴汗水，不浪费劳动果实。 这一
次采摘让我收获满满！ （指导老师：张娟）

橘园一日游
小记者 董芮琦 实验小学三（3）班
漳河的橘子香甜可口，鲜嫩多汁。 每
年的秋季，都会有大量的游客前往漳河各
大橘园摘橘子，享受采摘的乐趣，品尝美
味的橘子。 今天，小记者团组织我们前往
漳河橘园采摘橘子。 伴随着欢声笑语，我
们就到了目的地。
望着天上一朵朵如雪的白云，以及前
方不远一颗颗挂着
“
小灯笼”的橘树，我的
心激动不已。 大家飞奔着向橘园跑去，在
橘园门口拿起小篮子和剪刀就冲进树海
寻找心目中甜滋滋的橘子。
我们在迷宫似的橘树林中疯狂地采
摘起来。 听奶奶说，如果一颗树上的橘子
甜，那么这一棵树上的橘子都会甜，所以，
在每次采摘之前我都会充当
“小美食家”，
吃得心满意足。 没过一会儿，奶奶说袋子
里有十斤左右的橘子了，不能再装，我看
着袋子里黄橙橙的橘子， 两眼直发光，就
像袋子里装的不是橘子而是金子，充满了
成就感。
从橘园的管理员那里，我还了解到不
少关于橘子的基本常识： 常绿小灌本，高
约 3 米， 而且是春季开花，10 月——
—12
月果熟。 它的生长过程分六个时期：幼苗
期、生长期、开花期、落果期、果实膨大期、
果实成熟期。最神奇的是连橘子都分公橘
和母橘， 管理员告诉我们母橘会更甜一
些，它外形上会在正中间的地方多一个小
包，便于我们分辨。 今天我就采摘了不少
母橘呢。
没想到种橘子是一件这么不简单的
事情，需要这么漫长的时期。 带着恋恋不
舍的心情， 我们结束了一天快乐的旅程。
橘园，我们明年再见！ （指导老师：陈炼）

当小老板
小记者 罗智明 金虾路小学四（2）班
今天是个难忘的日子，不只是因为丹
桂飘香，天气晴好，更是因为我将要参加
了我们晚报小记者团组织的小记者淘宝
活动，过一把真正的老板瘾啦！

早上，我一来到体育文化中心广场，
就看到有好多小记者在广场上排队等候
了。 我赶快完成签到，站到队伍中去。 带
队老师仔细介绍了活动注意事项， 就让
我们选好位置，布置摊位，开始今天的活
动。
我找了个正中间的位置把报纸铺在
地上， 把我带来的书籍：《西游记》
《三国演
义》《一千零一夜》《查理九世》《巧克力工
厂》等图书整齐地摆放在上面，一切准备就
绪。 旁边摊位的主人也将他的宝贝——
—书
籍、玩具一一码放整齐。 哈，第一次当小老
板，我心里忐忑不安：大家会不会喜欢我的
书呢？ 我能不能换到心仪的物品呢？
不大一会儿，旁边小记者的铺面都热
闹起来了， 而我这里却是冷冷清清的，我
的心情好低落。 这时妈妈鼓励我说:“儿
子，别着急，人生都有第一次，拿出勇气一
定会成功的。”听了妈妈的话，我顿时有了
勇气，于是拿了一本《西游记》去淘宝，左
逛逛、右瞧瞧，眼睛都快看花了。 突然，我
看见一个火红的变形金刚，静静地躺在一
位小哥哥的摊位上。 我激动得结结巴巴：
“我可以用这本书换你的变形金刚吗？”小
哥哥看看书，又看看我，咧开嘴笑了：“好
的，我们成交！ ”我捧着心爱的变形金刚，
回到自己的摊位，心里美滋滋的。不久，我
的小铺也有人光顾了，小顾客们认真地查
看，精心地挑选，不大一会儿，我带来的图
书全被换走了，我也换回了变形金刚、《大
头儿子和小头爸爸》，还有一个回力车。
淘宝活动结束了，我看看周围的小记
者，他们都和我一样，怀抱着淘来的宝贝，
快乐地微笑着， 眼睛里满是骄傲和自信。
嗯，第一次当小老板，也不是那么难嘛！只
要大胆尝试，勇敢地实践，就会有很多收
获。
（指导老师：彭爱轩）

深秋独爱菊
小记者 肖雨涵 象山小学三（6）班
一年一度的菊花展，成为荆门市民念
念不忘的文化盛会。往届的菊花展都是在
爸妈的陪伴下观赏，今年我随着小记者团
并在市园林局讲解员的带领下参观了菊
花展，真让我大饱眼福又获益良多。
一进植物园的大门，扑面而来的菊花
清香让我陶醉不已，五颜六色的菊花在阳
光下显得格外艳丽。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
我们参观了《门迎天下》《戏剧缩影》《嫦娥
奔月》《一飞冲天》《菊绽蝶舞》 等菊花造
型，而最吸引我的还是《嫦娥奔月》。
嫦娥是中国神话中的仙女、月宫的仙
子。看到《嫦娥奔月》扎景中
“嫦娥”有娇小
的面庞，五官栩栩如生，环身红色丝带像
是飞奔圆月呢，如此形似，不竟感叹园林
工人的技艺。 欣赏完部分菊花扎景后，几
只小猪佩奇让我眼前一亮，家里还留着许
多小猪佩奇玩偶、过家家玩具呢。 菊花造
景中树立的菊花科普知识展牌也让我收
获不少。
参观活动结束后， 当然要拍照留念
了。换上冰雪奇缘的礼服，摆出各种造型，
拍下了美美的图片。明年的菊花展我还会
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