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 14日， 我跟随小记者团的步伐来

到了贵阳市南明区青山再生水厂，参加“保

护水资源·我是节水小卫士”活动。

走进水环境科普馆， 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一块巨大的屏幕， 上面显示着关于贵阳

水资源的基本情况，在屏幕的旁边，有一座

甲秀楼的模型，非常逼真，我们还在这儿合

了影。 一位漂亮的讲解员阿姨给我们详细

讲解了关于水的很多知识，包括水文化、污

水处理和贵阳的水资源， 以及贵阳的母亲

河南明河的治理情况等。 其中我记忆最深

刻的是全国有四个城市是严重缺水的城

市，贵阳属于中度缺水的状况。

通过这次的学习， 我知道了水的重要

性，在地球上，哪里有水，哪里就有生命。 人

体内的水分大约占体重的 65%，人体一旦缺

水，后果就会非常严重，如果缺水 20%，人就

会有生命危险。

我在这里呼吁大家， 从今天起培养自

己节约用水的好习惯， 比如用完水后拧紧

水龙头，家里的洗菜水、淘米水可以装起来

冲厕所或者浇花， 洗脸水和洗脚水可以用

来拖地等。

我不由得想起大禹写的一句话： 一周

无水，人则虚；一年无水，则国损；百年无

水，将如何？ 值得每一个人深思。

6月 14日， 我跟随贵阳晚报小记者团，

去参观了贵阳市水环境科普馆，了解污水是

怎样变成清水的。

进入大厅后，讲解员刘老师就给我们讲

解了贵阳市的水库有红枫湖、百花湖和阿哈

湖水库等。 刘老师还讲了贵阳共有 55 条大

河，而且其中有 11条河被人工改造了。 跟着

刘老师我们进入了下一层楼，在这里面我们

要了解的是生活在水里的植物有金鱼藻、海

芋、狼尾草等。老师告诉我们，人的身体中有

60~70%都是水，还讲了人体各个器官的占水

量，其中眼球的占水量是最高的。有时候，我

们生病都和水有关。

最后我们又进入了负一楼，这里面就神

奇了， 因为它可以把污水变成干净的水，工

作人员们把污水经过一层层过滤，最后变成

干净的水，但是这个水不能喝，可以用来浇

花草树木，是不是很神奇！

今天的学习让我有了很大的收获，参加

小记者可以让我们了解到生活中很多你不

知道的事，如果你也想知道，就快来加入我

们晚报小记者团吧！

又是星期二了， 这是开始报名小

记者活动的时间，我找到爸爸，让他赶

快给我选一个项目。爸爸打开手机。果

然里面有好多项目， 当我看到有个探

索污水处理厂的项目，我非常感兴趣，

央求爸爸就给我报这个项目。

6 月 14 日，我和爸爸准时来到活

动地点：贵阳市水环境科普馆。刚进大

门，就看到一些贵阳的景色图，好多小

朋友在那里忙着拍照留念。

首先我们看了一个科普短片，是

介绍我们贵阳的母亲河———南明河的

水环境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条河，让我

们这个城市变得这么有灵性， 那么有

魅力。再后来我们就看了一些统计表，

还有各种图表，各种专业数据知识。有

介绍红枫湖、阿哈水库等的。这些图标

都很生动形象，让人一看就懂，让我们

一下子就对我们贵阳市的水环境有一

个大致的认识。

在这里， 我们学习了什么样的水

才是健康的水，一般来说，健康的水，

它都是弱碱性的。 我感觉这些知识都

好有用啊。我们来到一个展厅，里面主

要介绍的是我们人类和动植物之间和

水的关系。水可以说是万物的起源，什

么都离不开水。 如果人缺水的话就会

加速衰老， 还有就是会对我们的智力

产生影响，让人反应能力下降。

我走过一面墙， 上面写的是节约

用水的方法。比如，淋浴、洗菜的水，可

以用来冲厕所或浇花等， 这些小窍门

应该很有用，我回家就可以实践。

另外我还学习到了，在平时的生活

中，应该要进行垃圾分类，好进行循环

使用，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我们

的环境。

今天的活动真是太有意义了。 我

学到了很多关于水的知识， 知道了它

和我们人类的密切关系。 我们一定要

好好珍惜、爱护我们的水环境，让我们

的城市到处是青山绿水。

假如世界上没有水会怎么样？ 又

假如世界上全是污水又会怎么样？ 6

月 14日，我带着问题来到了贵阳市水

环境科普馆寻找答案。

首先我们了解了南明河，它从以前

的臭气熏天变成了一条清澈见底的河

流， 老师说这是一个典型的河水整治

案例。之后我们下到了负 1楼，墙上的

资料上说我们地球上只有 3%是淡水，

而能够真正提供给我们的水只有 1%，

其余 2%被冰川所冻住。

通过这次活动，我找到了那些问题

的答案： 世界上没有水， 万物将会灭

绝；世界上全是污水，世界将会蚊蝇肆

虐，臭气熏天，人类将会无法生存。

回家的路上，我想如果我们不节约

用水，不保护水环境，那么最后的一滴

水可能就是人类的眼泪!

扫描二维码， 加入

贵阳晚报小记者团，了

解更多活动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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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4 日， 贵阳晚报小记者团

“行走的课堂” 专场周末课在贵阳市

水环境科普馆开启，云岩区枫丹白露

小学数十名小记者和其他学校的小

记者，通过观看水资源短片、聆听讲

解、亲身体验场馆内 VR设施等方式，

了解了贵阳水资源的分布情况。 并在

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参观了污水处理

厂，见证了污水变清流的“奇迹” 。

小记者们进入展馆一号厅，观看

了一个贵阳水资源短片。 “贵阳市现

有水库 192座，其中大型水库 5 座，分

别是大花、东风、索风营、红枫湖、百

花湖，中型水库 8 座，分别是……” 小

记者们拿出采访本边记边看。

在生态文明展厅，小记者们有序

排队通过 VR设备， 直观感受水底的

生物多样性：横起走的螃蟹、灵活游

摆的鲢鱼······“小朋友们， 你们现

在能看到的这些都是最普通的水底

世界， 如果我们不爱惜和保护水源，

不久的将来，这些生物将再难看见” ，

讲解员突然的一句话也警醒着参加

活动的孩子们。

值得一提的是，为提升晚报小记

者的语言表达和记录能力，此次活动

还将参与的小记者分成三个小组，自

由选取对水环境科普馆的观感和认

知，轮流为大家做“小小解说员” 。

“大家好，我是来自枫丹白露小

学四（2）班的徐晓露，这位是来自我

们小学二（2）班的蔡静娴。 通过这块

展板，我们应该记住：蛇在水中是不

会咬人的； 含水量最高的生物是水

母，可高达 95%；每个河马都出生在水

中……” 两位小记者生动的表情、背

诵式的讲解赢得掌声一片。

枫丹白露小学二（1）班的胡永康

在参观时做笔记最为认真，在妈妈的

指导下认真地阅读着工作人员发给

他的《2019 年全国城市节水宣传周》

小画册：“人体内的水分，大约占到体

重的 65%，人缺水 5%，口干舌燥，缺水

10%，意识不清，甚至出现幻觉，缺水

20%，人就会有生命危险，没有食物，

人估计可以活两个月时间， 没有水，

人顶多能活一周左右” ……看了这些

内容， 胡永康歪着脑袋问道：“妈妈，

水是生命之源，是这样吗？ ”

本次活动的主题是：我是节水小

卫士。 小记者们在水环境科普馆学习

各种日常节水本领自然不可少。

厨房节水，可将淘米水、煮过面

条的水和米汤用来洗碗筷，利用洗漱

和洗菜的废水来冲马桶和浇花；卫浴

间节水，多用盆浴、少用或不用淋浴，

防止抽水马桶漏水，可以在连接上胶

盖的连杆上捆绑少许重物；洗衣房节

水，则可以在洗衣前，先浸泡衣物，以

减少洗衣时的漂洗次数等。

“这不光是让孩子们直观感受惜

水节水，还给我们家长也上了生动的

一课” ， 一随行家长在参观完展馆后

对活动竖起大拇指。

此外，小记者们还在工作人员的

带领下，实地参观和体验了青山污水

处理的整个流程，看见从一池带有刺

鼻异味的污水，经过多层过滤环节及

设备处理，最终变成一杯清水。 活动

最后，小记者们都获得了贵阳市水环

境科普馆赠送的纪念礼品。

本报记者 张志红 文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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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4 日，我随贵阳晚报小记者

团来到贵阳市水环境科普馆。 我以前

听说过污水可以变清水， 像变魔术一

样，今天这个谜底就要解开了，我十分

好奇。

在老师的带领下， 我们来到了污

水处理厂， 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处

理污水的程序。处理的第一道程序：沉

淀池。老师打开了一个盖子，一股刺鼻

的味道扑面而来， 好奇的小记者们顾

不得臭，个个伸头往池子里看。我也不

例外，只见墨水般浑浊的污水。原来污

水流经这里时， 里边大的杂物首先就

会被清除。 接着，我们又来到了

二次沉淀池，这里和之前相比，

水变干净了。 最后，我们来到一

个池子：紫外线消毒区。主要是

把水里细小生物处理掉， 让水

变得更干净了。 处理过的水变

得干净清澈， 经过一根大管子，

就流进了南明河。

经过这次参观，我知道了污水

是怎样变清的，但这要花费很大的人

力物力，所以，我在这里要大力呼吁大

家，不要乱丢垃圾，保护水源，爱护环

境！

污水变变变

朱欣怡 枫丹白露小学二（2）班

珍惜每一滴水

张庭菱 新东门小学三（4）班

大家好，我是贵阳晚报的小记者，今天

是我们学校的专属课， 一起去水环境科普

馆了解水的知识。

到了那里， 老师给我们每个小记者发

了一本小书，打开一看，里面全是关于水的

知识，上面还告诉我们该怎样用水，怎样节

约用水。

参观开始了， 由刘老师来给我们讲解

关于水的知识， 还讲到水有很多地方都是

被大面积污染了的， 污染原因是人类生活

生产制造的垃圾。

还讲到了有的植物可以在水中生长，

把有毒的物质吸收走。

节水有很多方法， 比如洗菜水或者煮

面的汤可以用来洗碗， 洗澡的水可以来冲

厕所和拖把。

我们人体内有百分之七十都是由水组

成的，其中含水最多的就是我们的眼睛。动

物里面含水量最多的就是水母了， 水母的

含水量有百分之九十八。

水并非是取之不尽的， 现在可以用的

水资源越来越少了，我们应该节约用水。

水的奥秘

岑志文 市府路小学三（1）班

节水小卫士

吴嘉怡 枫丹白露小学三(2)班

水的重要性

彭子凌 枫丹白露小学四（2）班

水之源

杨湘灵 枫丹白露小学二（2）班

合影

用 VR体验

参观展馆

请教老师

认真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