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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潜伏”在我们身边的细菌长什
么样子吗？知道影响空气清洁度的因素有
哪些吗？想象过宇宙“未来”的样子吗？2020
年 12月 26日，临汾日报 70名小记者带着
满满的好奇心走进尧都区图书馆与尧都区
自然与人文协会联合举办的“更看见，看得
更远，看得更清楚”主题活动现场，通过零
距离接触显微镜、望远镜、检测仪等科学仪
器，领略了奇妙的微观世界，解锁了许多宇
宙“奥秘”，收获了丰富的科学知识。

面对污染日益严重的今天，保护环境
尤为重要。为了让小记者们进一步了解大
自然，增强环境保护意识，尧都区自然与人
文协会的老师首先为小记者们补上了“自
然教育”一课，通过PPT讲解、观看视频《宇

宙的未来》和《自然之友与阿拉善环保组织
宣传》，让小记者们知道宇宙是发展变化
的，从而让他们的视野更宽、看得更远，学
会如何更好地保护好地球。当然，一系列稀
奇古怪的问题也随之“抛来”，在老师的引
导下，小记者们脑洞大开，开开心心地将知
识牢牢装进大脑。

如何看得更远、看得更清楚？人类创造
了两项最重要的工具，那就是望远镜和显
微镜，还有其他拓展人类视野的观测设备。
瞧，小记者们兴致勃勃，透过显微镜“走进”
了微观世界。无论是“隐形”的细菌、植物的
细胞，还是动物的结构，都看得一清二楚。

“天哪，细小的血管和骨骼看得清清楚楚，
没想到这么小的身体能容纳那么多的器

官，太神奇了！”“原来细菌也分好多种，太
可怕了！”……小记者们不禁连连惊呼。

“生活中细菌无处不在，只要是有生命
的地方，都会有细菌的存在。它们存在于人
类呼吸的空气中，喝的水中，吃的食物中。
它们还有不同的名字，圆圆的叫球菌，长长
的叫杆菌，像绳子一样扭来扭去的叫螺旋
菌。”老师趁机为小记者们讲解了各种不同
形状的霉菌、细菌，球形的冠状病毒，以及
病毒是怎样进行传播的，并叮嘱小记者们
做到勤洗手、讲卫生，时刻维护好个人生命
健康。

看到小记者们的兴趣被完全调动起
来，老师话锋一转，“你们想知道所处环境
的污染程度吗？”说完，随即拿出了 Pm2.5

测试仪，让小记者们亲自检测。“不好，中度
污染！”其中一位小记者瞬间“脸色大变”，

“原来人员密集场所的环境这么差，怪不得
老师经常告诉我们少去人员集中的公共场
所。”此时，老师紧接着向小记者们讲解了
影响环境质量的一系列因素，并希望小记
者们都能成为“环保小卫士”，为捍卫同一
片蓝天尽一己之力。

提起望远镜，小记者们都不陌生，但高
倍数的天文望远镜，小记者们可不一定见
识过。“这个体型庞大的望远镜是专门观测
天体、捕捉天体信息的主要工具，它是用经
线和纬线来记录所观测的地点，记录所看
到的内容，比普通的望远镜看得更远、更清
楚。”老师边教小记者们操作，边讲解望远
镜的工作原理。一旁的小记者们早已迫不
及待想要“一探究竟”，纷纷动手体验了操
控天文望远镜的乐趣。

此外，老师还结合趣味展板——茫茫
宇宙中太阳系的“全家福”、人类疾病与基
因关系图、16个国家32种媒体互相之间形
成的引用布局图、西游记人物喜欢关系及
妖怪关系图、国美“异世界”海报等，为小记
者们讲解了万千世界之间的相互关系。

丰富多彩的“探秘之旅”让小记者们大
开眼界，收获了知识与快乐。尧都区自然与
人文协会的老师告诉小记者们，“科学问题
不仅仅存在于书本中，更融入了生活的方
方面面，大家要保持一颗‘好奇心’，用心去
探索生活中的科学知识，用科学知识武装
自己的头脑，以实际行动爱护我们的大自
然，切实担负起小小主人翁的社会责任。”

解锁宇宙“奥秘”感知科学世界
本报记者 闫 璟 文/图 临汾市御景小学 三 1 班 赵锦

博 科技的世界真神奇，我一定好好学
习，长大后也可以为科技事业贡献自
己的一分力量。数日前，我们小记者在
临汾日报小记者团老师的带领下走进
尧都区图书馆，亲身感受神奇的科技
世界，我在那里体验了望远镜，看到了
肉 眼 看 不 到 的 地 方 ，我 还 体 验 了
Pm2.5测试仪，感知了显微镜，也让我
对自己生活的环境有了更透彻的了
解。从现在起，我一定做一个爱护环境
的小卫士，做一个热爱学习的好少年，
通过自己的一点一滴努力，让我们的
家园变得更美好。

临汾市第一小学 六 6 班 赵璟
睿 没想到图书馆里大有乾坤啊！这一
次，我们小记者走进尧都区图书馆感
受科技，简直太过瘾啦！我第一次使用
显微镜，看到了很多“隐形”的细菌、植
物的细胞，还有动物的结构，看得一清
二楚……我深知，这都是科技的力量，
我不禁对那些睿智的发明者肃然起
敬。正是他们本着对科学的无限热爱、
不懈追求和刻苦钻研，才引领了各项
成果的相继问世，服务于人类。通过这
次活动，科技产品带给我们视觉盛宴，
让我领略到了他那无限的魅力，也让
我悄悄爱上了这神奇而伟大的科技。
科技改善了我们的生活，改变了我们
的世界，震撼着我们的心灵。今后我一
定要好好学习，掌握过硬的科学文化
知识，成为一名睿智的科学家，为祖国
的科学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分力量！

临 汾 市 图 书 馆“ 平 阳 小 书 童 ”选 拔 赛 活 动 侧 记
本报记者 赵 俊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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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不过书香气，唯有读书不可负。为
营造书香临汾和全民阅读的浓厚学习氛
围，引导更多青少年加入爱阅读、会阅读、
善阅读的行列中来。日前，由临汾市图书馆
主办的“平阳小书童”选拔赛在我市多个小
学开赛。

临汾市东关学校

1月4日下午，“平阳小书童”选拔赛在
市东关学校开赛。活动中，该校三至六年级
学生从自身感受出发，将书籍带给自己的
改变通过稚嫩的童声分享给更多人。五年
级学生张茗宸分享了自己的阅读趣事，“我
在书中和马小跳一起游玩，和鲁滨逊一起
探险漂流。我在书中收获了快乐，也丰富了
童年。”

“这次‘平阳小书童’选拔赛是一个很
好的平台，让东关学校的学生有机会与更
多热爱阅读的小伙伴分享阅读趣事，交流
读书乐趣，也能激发他们的读书兴趣。”该
校大队辅导员老师侯婧婧表示，希望更多
的青少年加入热爱阅读的行列中来，让每
个人都成为书籍的亲密伙伴，让好书陪伴
更多青少年快乐成长。

临汾市解放路学校

“我是一个调皮的小书虫，每次都沉浸
在书中不能自拔，有一次在梦里和马小跳
斗嘴，结果我赢了，把马小跳都气哭了呢！”
伴随着二年级张语萌童真童趣、活灵活现
的演说，在场的评委老师与同学们都被逗
得哈哈大笑。1月 6日，“平阳小书童”选拔
赛解放路学校赛区初赛开启，和张语萌争
夺“小书虫”这个“外号”的还有该校韩笑妤
等 40余名同学，他们分别从自己和书籍的
趣事说起，将读书带给自己的成长与力量
分享给更多的人。

活动中，该校二、三年级的40余名同学
纷纷登台，有的推荐一本好书，有的带领大
家畅游《爱丽丝梦游仙境》，还有的一人分
饰两角，将书中的故事变成小品搬上演讲
台，让现场的同学与评委老师一起领略书
籍魅力，感受读书乐趣。

“我喜欢这样的活动，也喜欢比赛带给
自己的乐趣，因为我可以从同学们推荐的

书籍中获取知识，还能帮助自己快速选择
喜欢的书籍。”三年级选手李政文喜欢四大
名著中的《三国演义》，他分享的故事不仅
成功地将很多同学变成三国迷，自己也从
其他同学推荐的书籍中找到了新的“精神
食粮”。

“我们学校一直提倡学生多读书、读好
书，并且班级定期举办读书交流活动，希望
书籍的力量伴随更多学生快乐成长。”该校
大队辅导员老师崔欢欢表示，鼓励学生争
当“平阳小书童”，用童声传播厚重临汾文
化，用童言传递更多临汾声音。

临汾市西关小学

最是书香能致远。1月6日下午，“平阳
小书童”选拔赛市西关小学赛区开赛。赛事
中，该校学生配合着音乐、图片、视频，用少
年儿童的视角与语言讲述阅读中的故事，
并通过亲身感悟，分享阅读收获，充分展现
了阅读的互动性、趣味性和多样性。

初赛落幕，该校优秀选手脱颖而出，顺
利进入复赛，与全市 200名选手共同角逐

“平阳小书童”荣誉。

尧都区三元小学

1月 7日下午，尧都区三元小学在该校
二至六年级范围内组织开展了“平阳小书
童”选拔赛初赛活动，百余名同学角逐复赛
名额，活动现场书香气氛浓厚。

活动中，该校六年级学生范镇源妙语
连珠，借用一首首耳熟能详的古诗表达
自己的读书感受，用一句句经典名言展
示着自己的读书收获，不仅如此，他还和
现场的评委老师、同学们玩起了“古诗
词”问答接龙，稍显紧张的比赛气氛瞬间
活跃。

营造浓厚的读书氛围，提升学生文化
素养，养成多读书、读好书的文化生活习
惯，创设一个具有浓郁文化气息的“书香校
园”一直是三元小学长期坚持的教育教学
目标。该校政教主任高琳琳表示：阅读不仅
影响着青少年的学习生活，也深刻地影响
着他们的文化素养、精神世界以及成长轨
迹。因此，学校对此次活动大力支持，提倡
用优秀读物浸润青少年的心灵。

临汾市第三小学

1月 8日下午，该校 50余名“图书推荐
官”在多媒体教室分享读书带给自己的成
长与收获。同学们用童真童趣、自信大方、
阳光积极的精神面貌，分享交流着自己的
读书感受与心得体会，也让在场的评委和
老师为自信自强、饱读诗书的临汾少年点
赞。

随后，该校根据学生演讲内容、舞台仪
表等多个方面给予综合考量，并进行打分
排名，推选出20名同学进入全市复赛。

临汾时代风华特色学校

1月8日下午，“平阳小书童”时代风华
特色学校赛区开赛，该校 50余名“小书虫”
相聚在多媒体教室，“切磋”技艺，共同交流
探讨阅读魅力。

“切磋”现场，高手云集，同学们有的引
经据典，将书中的故事与自己的现实经历、
感悟相结合，将观众带入到演讲情境中；有
的妙语连珠，向大家展示着读书带给自己
的收获与文雅谈吐；还有的将书中的主人
翁搬到现实生活中，模仿米小圈、扮演阿
衰，让在场的同学和老师在哈哈大笑中感
受书籍带来的成长与收获。

据悉，“读一本好书、写一手好字、背满
腹诗文”一直是时代风华特色学校的教学
理念，此次“平阳小书童”选拔赛在该校开
展以来，全校同学积极参与，共同为营造书
香校园、书香临汾而努力。

临汾市南街小学

1月8日下午，临汾市南
街小学50余名同学也在该校

激烈“鏖战”，
角逐“平阳小书
童”复赛名额。
比赛现场气氛既紧
张又激烈，选手们朝
气蓬勃，他们或慷慨激
昂或活泼生动地分享自
己与书籍的故事，并结合
有温度、有热度的自身感受，
通过生动的语言、真挚的感情，
展示了当代青少年的活力与激
情，也彰显了新时代临汾少年

“腹有诗书气自华”的修养与内
涵。

通过选拔，最终 20名优秀选手脱
颖而出，届时将登上“平阳小书童”复赛
舞台，和全市多个小学的200名选手“切磋
过招”，共同感受阅读魅力。

此外，该项赛事也同步在临汾市漪汾
小学、尧都区铁十五局学校以及临汾金
色话筒艺术学校等多个学校展开。届
时，活动组委会将根据入围选手年龄层
次，分组别进行复赛，最终摘得“平阳小
书童”称号的 30 名选手还将参与拍摄临
汾市图书馆形象宣传片。

推动全民阅读，让广大青少年爱阅读
会阅读善阅读，传承经典传统文化，养成
良好阅读习惯是临汾市图书馆长期坚持
的目标之一，倡导“爱读书、读好书、善读
书”，营造良好读书氛围是临汾市图书馆
的初心。举办此次“平阳小书童”选拔赛也
旨在引导更多青少年遨游书海，增强文化
底蕴，塑造丰富内涵，为书香临汾增添一
抹童真童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