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 4 月 16 日 星期一

小记者

编辑：林静
电话：88516059
邮箱：tzwblj@163.com

光的折射

教育

仙居安洲小学三（1）班 陈昊阳 小记者证号 083331
吃完晚饭，我坐在客厅看电视。茶几上有一杯
水，我在想把一双筷子插入水中会怎么样呢？于是，
我拿来一根筷子插入水中，筷子就像被折断了一样，
我还以为筷子真的断了呢!连忙把筷子从水中“拯
救”出来，咦!筷子仍然是笔直的，并没有被水“压”
弯。妈妈把我嘲笑了一番，我不服，我问妈妈筷子为

我们小队的任务是观察绿豆，我先拿了几
颗绿豆，把它们放入一次性杯子里，再倒入水，
接下来就等着观察了。
第一天，我把绿豆浸泡在水中，它的颜色
是深绿色的，外壳硬硬的，中间有一条白白的
线，像是把绿豆给包围住了呢！过了一个晚上，
绿豆已经膨胀了好多！外壳有些破裂了，颜色
也有了变化，变成了淡绿色，可是爷爷说还需
要浸泡。第三天，哇，不得了了！绿豆破壳而出

什么会这样？于是我和妈妈查了资料，原来，这是光
的折射现象——光从一种介质（空气），到另一种介
质(水)，传播方向发生了改变。按照资料上的说法，把
手电筒的光射到水面，发现光线进入水面时真的弯
曲了。
通过这次实验，我发现了光的折射原理。我感觉
大自然太奇妙了，
以后我要更加仔细观察，
多动动手，
去探索大自然的无穷奥秘。
我越来越热爱科学了！

鸡蛋游泳记

绿豆的变化
仙居实验小学三（4）班 张馨尹
小记者证号 2014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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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它长出了芽。
过了一个星期，绿豆的变化更大了，大部
分绿豆芽长 10 厘米，最长的有 15 厘米了，而且
边上都长了两片叶子呢！叶子是从破壳而出的
肉里长出来的。有些芽缠在了一起，有些就独
自在旁边直直地站立着。还有些比较短的，抱
着比自己高大的绿豆芽呢！绿豆的芽有些地方
都凹了进去，有些芽变成了紫色。
爷爷说绿豆芽只能长到这么大了，我还有
点不相信，让我们期待后续吧！
（指导老师 朱丽娟）

三门实验小学五（4）班 刘琼文
小记者证号 090331
周五，陈老师布置了一项实验作
业：把鸡蛋放入玻璃杯里，加点水，再
慢慢地放盐，看看鸡蛋会不会浮起来。
同学们还没开始做，就议论纷纷，有的
说道：
“ 能有什么变化，鸡蛋那么重也
不可能浮起来啊！”有的说：
“ 陈老师，
这么说，肯定会浮起来。”
我心想，耳听
为虚，眼见为实。
周末，我飞快地写完作业，迫不及
待地拿出一包盐，一个生鸡蛋和一个
玻璃杯。
先把水倒入杯中，再把鸡蛋放
在杯里，鸡蛋像潜水员似的“潜”入水
底，我加了一勺盐，耐心地等待着奇迹
的发生。过了 5 分钟鸡蛋还是纹丝不
动，像被吸引了似的，气急败坏的我拼

命地加盐，然后用筷子搅拌了一会儿，
水便变成了乳白色。
这时，只见鸡蛋像
个醉汉，摇摇晃晃地上升了一点。于
是，我趁热打铁，赶紧发了疯似的继续
加盐，不停地搅拌。水不停地转，好像
刮起了龙卷风，鸡蛋也跟着转，好像晕
头转向，眼冒金星。慢慢地，鸡蛋探出
头来了，像一个刚出生的小婴儿，还不
停招手说：
“ 刘 琼 文 ，我 终 于 会 游 泳
了！”
耶！成功了！我兴奋得跳了起来。
“鸡蛋为什么会浮起来呢？”我从
网上找到了原因，原来是因为在清水
中加了盐后，水的密度变大了，浮力就
会大大增加，鸡蛋便浮上来了。
这个实验真有趣啊！我不仅玩得
开心，而且掌握了一些知识，更重要的
是让我更加热爱科学。

蚂蚁的村落
台州白云小学六（6）班 张祎曼
小记者证号 001399

大蒜观察日记
温岭太平小学四（7）班 孙乙萱
小记者证号 050284
早上来到学校，我大吃一惊，书柜上的大
蒜，放假前连头都没有露出来，现在竟然已经
有十几厘米长了。
大蒜有三段。第一段是纯白色的，第二段
是嫩绿嫩绿的，非常可爱，而且非常粗壮，像一
位大力士，向人们展示着自己的肌肉有多么发
达。
第三段是翠绿翠绿的，像竹子，而且还有一
点点渐变色。我还发现，大蒜的中间还有像漩
涡型的窟窿，有可能第二段就是从里面长出来
的。

大蒜的形态各不相同，有直的，有弯的，还
有一半是直的，一半是弯的……真是千姿百
态！一阵风吹来，大蒜们就摆着自己那苗条、美
丽的身姿，在风中翩翩起舞，像一位位美丽的
少女。
大蒜的根一直往下延伸，如果碰到石块，
就从旁边绕过去。从外面看，就像一条弯弯曲
曲的道路。
大蒜的顶部是尖尖的，看样子，它是想长
到天上去。
我们班那么多大蒜，摆在教室里，显
得虎虎有生气。真希望这些大蒜能越来越茁
壮。

蜗牛观察日记
临海临师附小三（3）班 李心妍
小记者证号 032415
今天，我在家附近捉了两只蜗牛，把它们
放在饲养盆中，准备仔细观察。
蜗牛的背上背着一个壳，壳的上面有一圈
一圈的纹路。我捉的两只蜗牛纹路都是顺时针
旋转的，那么，所有的蜗牛都是这样的吗？我上
网查了一下，终于弄明白了：蜗牛的壳大部分
都是顺时针旋转的，逆时针的十分稀有。蜗牛
头上长着两对触角一对长一对短，长触角顶端
长着两只乌溜溜的眼睛，只有芝麻那么大。它
的嘴巴虽然只有针尖大小，可里面却有一万多
颗牙齿，
是不是很神奇？
蜗牛喜欢吃什么呢？吃肉，吃米饭，吃菜

叶？我把这三样食物放在蜗牛跟前，看它们到
底会选择哪种食物。两只蜗牛从壳里探出头
来，伸了伸懒腰，径直向菜叶爬去，狼吞虎咽地
吃起来。难道它们不吃肉？我把菜叶拿走，把肉
放在它们面前。谁知，它们理也不理，缩进壳里
睡大觉了。
蜗牛还喜欢玩“装死”游戏。其中“汝儿”
（蜗牛的小名）可比“糖糖”
（另一只蜗牛的小
名）装得逼真多了！放学后，我发现“汝儿”把头
缩进壳里，一动不动，真像死了一样。这时候，
我便使出我的“杀手锏”——把它放进水里，水
里的
“汝儿”
连忙伸出脑袋透气。
动物世界真神奇！让我们一起去探索大自
然的奥秘吧！
（指导老师 杨薇薇）

又一次来到天台，又一次在清幽
的环境中，带着宁静的心灵，走向这片
田野。
我目光追随着两只蚂蚁，做了一
次奇异的旅途。
空间在我眼前扩大了，细密的草
茎长成了一大片茂盛的森林。两只浑
身漆黑的蚂蚁，行色匆匆地在林中穿
行。
我想，它们一定是从外面出差回来
了，正赶往村子里呢！它们左冲右撞。
我手中的苏打水一不小心倾洒下来，
一道细细的
“河流”
正好挡住蚂蚁的去
路。出于愧疚，我用手指载了它俩一
程。
它们的村庄在森林中间的小土堆
上。这里，很多蚂蚁村民们来来往往。
那两只出差归来的蚂蚁一下子被包围
得水泄不通。黑保安们围着它俩不停
转悠，用触角碰碰它们，检查完毕，黑
保安离开，刚退出来，它俩又被一圈儿

亲友团给封住了。
我的目光又聚集在了十字路口
上。
这儿产生了一场纷争。
路中央散落
了一些碎鱼饵，正好路过两队蚂蚁，一
大一小。
它们的首领各自上前看了看，
触角一挥，小蚂蚁和大蚂蚁的食物争
夺战一触即发。小蚂蚁队身小，敏捷，
一下从大蚂蚁的身下窜走了，搬起一
块小的食物就往回跑，遇到大块的就
三四只一起搬，同样速战速决。
大蚂蚁
队身大、腿长，力气也大，随便哪块都
不是问题。
毕竟弱肉强食，我亲眼看见
一只大蚂蚁把一块鱼饵连同一只小蚂
蚁一起搬走了。
战争的最后，只剩下一
只小蚂蚁、一只大蚂蚁和一块鱼饵。
大
蚂蚁走上前，抓起那块鱼饵，却将鱼饵
分成了两小块儿，将其中一块留给了
那只瑟瑟发抖的小蚂蚁。
我完全迷惑了，蚂蚁的脑袋里容
入了多少感情？它们有爱，有关心，有
善良，有服从，
有智慧……

让水晶树开花
玉环楚门中心小学四（3）班 柳述
小记者证号 081151
在去年的冬天，妈妈和我一起做
过一个小实验，
让水晶树开花。
妈妈从袋子里拿出褐色的小树，
它全身光秃秃的，好难看哦。妈妈告
诉我，她可以用神奇的药水让小树开
满花朵!当时我半信半疑，心想这怎么
可能呢？与其这么好奇，不如按照妈
妈的要求试试。我把小树组装好，找
一个避风的地方按好底座，然后把小
树固定在凹槽里；然后把“神奇药水”
均匀地浇在树根上。妈妈说接下来要
做的就是耐心等待，一起见证水晶树
“开花”
的奇迹吧！
一小时后，我发现小树枝上开始
冒出了一些零星的粉色“小芽”，我又
惊又喜，继续等待；又过了四个小时，
我发现神奇的小树枝头上开满了粉
色的小花，一簇簇，亮晶晶的鲜艳夺
目，而且花越开越多；再过两小时后，
花儿已经包围在小树的周围，小树就
像长满了“叶子”一样，粉色水晶花儿
已经压满了枝头。我乐坏了，好开心
呀！
这时妈妈递给我一个放大镜，让
我仔细观察上面的晶体，并嘱咐我，
要小心，小树非常容易损坏，只要不

去碰它，可以观赏好几个月呢！我用
放大镜仔细观察着，果真在小树上发
现了很多晶体。妈妈告诉我，这种“神
奇药水”里包含了不可见的晶体，化
学 家 们 把 这 种 晶 体 叫 做“ 磷 酸 二 氢
钾”。磷酸二氢钾原本就呈晶体结构，
但因它们溶解在水里，所以我们看不
到其结构，但是，当“神奇药水”里的
水蒸发后，这种磷酸二氢钾就会聚拢
到一起，这时，我们就以看到它们的
形状了，还有你可以选择在“神奇药
水”里加上自己喜欢的颜料，那么这
个晶体就会变成彩色的了。
听了妈妈关于化学知识的介绍
后，
我更加好奇了，
那晶体到底是什么
呢？
妈妈告诉我，
其实我们周围有各种
各样的晶体，
如天冷的时候，
你头上落
满的雪花是晶体；你盖城堡用的沙子
是晶体；你也许见过闪闪发光钻石或
宝石，
那也是晶体；
电子手表是靠液态
晶体（液晶）显示时间的。我们人类的
骨头中也有晶体的哦！你周围有许多
微小几何体构成的晶体，吃的盐和糖
都是晶体。
知道了这些道理，
我对水晶
树开花一点也不足为奇了！
真是一次有趣的实验！以后，我
还要多做些实验，多了解一些科学知
识。
(指导老师 郑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