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26 日， 我和其他的晚报

小记者来到贵阳市环境监测中心

站，上了一堂特殊的课，学习了很

多跟环保有关的知识。

很多人认为环保就是不乱扔

垃圾、不浪费水、不浪费纸……其

实不然，任何地方都跟环保有关，

“节约粮食， 少吃糖” 、“爱护动

物” 、“光和噪音的污染” 等都和

环境保护有关。 比如：一碗米饭需

要 95 升水， 许多人都不相信，其

实从种植大米开始到烹饪完成需

要很多工序， 每道工序都离不开

水，一共 95升！ 同样的道理，一块

牛排需要 4000升水。

也有人问爱护动物和环境保

护有什么关系。 比如一群羊和老

虎生活在一起，老虎被人抓走了，

羊就多了起来，草就被羊吃完了，

土壤就变得越来越差。 生物链被

破坏，环境遭到破坏，人类就会受

到自然的惩罚。

贵阳市是生态文明城市，也

是“垃圾分类” 试点城市，我们应

该加强环保意识和环保知识的学

习。 我作为小学生， 要从自己做

起，节约用水，节约用纸，不浪费

粮食， 做好家里的环保 “宣传

员” ，带动全家一起环保，大家一

起努力， 留住蓝天白云和青山绿

水。

地球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它曾是多么美丽，富饶！ 空气是那

么的清新，植物是那么美丽，动物

是那么可爱！ 但渐渐地，随着时代

发展，人们的生活变好了，而地球

却生病了。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小

学生又该怎样为保护地球而献出

自己的一点力量呢？ 今天，我就跟

着“行走的课堂” ，来到贵阳环境

监测中心，学习一下环保小知识。

来自实验室的袁老师告诉我

们：环境监测包括检测大气，土壤，

地表水，海水，陆地动物，植物，海

洋生物和岩石，它与我们的生活息

息相关，环环相扣。环境污染，就是

去破坏他们，比如：工厂排放的废

气，建筑工地的扬尘，工业废水排

入河中，海洋污染，森林、草原破坏

……这些都属于环境污染，它会使

我们的生活受到不小影响。

那么该怎么保护我们美丽的

家园呢？ 其实，环保可以从我们身

边的小事做起。我们可以在洗脸洗

手刷牙时， 不要一直开着水龙头；

不乱丢垃圾；尽量减少使用一次性

用品，如塑料碗、塑料袋等；尽量做

到垃圾分类与垃圾回收，并减少产

生垃圾……这些看似不足挂齿的

小事，但其实污染是一点一滴的积

累起来的，自然环保也是一点一滴

积累起来才有效果，只要我们时刻

牢记“环保 " 二字，并同时告诉身

边的人要学会环保， 总有一天，地

球又会恢复健康！

最后，我想提醒所有人的一句

话：爱护家园，从我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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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问答

学到好多环保知识

“你们觉得什么是环保？ ” 活动一

开始，贵阳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实验室分

析员袁老师就提出了这个问题。 参加活

动的小记者们争先恐后地说出自己的

理解：

“低碳出行、少用一次性用品。 ” 就

读南明小学的董馨璐答。 “别乱丢垃圾

也是！” 山水小学的周子涵补充道。“我

觉得环保应该有垃圾分类和多植树。 ”

云岩区第二实验小学的邢金果说。 “我

理解的环保还有爱护小动物，保护生物

链。”这是小记者刘安夏的答案。这些小

记者的回答都获得了袁老师的赞赏。

随后，袁老师点击鼠标，为小记者

们进行环保科普： 什么是生态环境、哪

些属于环境污染、破坏环境会给地球和

人类带来怎样的危害。 袁老师说，大气、

土壤、地表水、植物、海水、陆地动物，这

些都属于生态环境； 而工厂排放的废

气、建筑工地的扬尘、餐饮油烟、汽车的

喇叭声、建筑噪音等都属于环境污染。

袁老师告诉小记者们：“你能想象

吗， 生产 1 件 T 恤需要大约 25 个浴缸

的水； 而生产一吨纸， 需消耗木材 2.5

立方米， 耗水 100 至 200 立方， 耗电

2000 至 2500 千瓦时， 耗煤 300 至 400

公斤。 衣服、纸张都来之不易，我们一定

要珍惜。 ”

接着，袁老师告诉小记者们，现在

正在大力提倡垃圾分类，平时处理包括

牛奶盒在内的塑料餐盒时，应先把内部

清洗干净，再进行垃圾分类。“我们的小

记者力所能及的环保小事还有很多，诸

如：节约纸张的小窍门有：双面使用、回

收废纸；少使用一次性筷子和非降解塑

料餐盒；随手关闭水龙头、灯；不随地乱

丢垃圾，进行垃圾分类，做到有效回收

利用；做环保小小志愿者，向父母、亲友

进行环保宣传等等。 ”

认真讲解了关于环保的知识，袁老

师想考考小记者们环保知识储备量。

“一粒扣式电池可污染多少立方米

的水呢？ ” 袁老师问。 “1 立方米？ ”

“1000立方米？ ” 小记者们争先恐后地

做出选择。 当袁老师公布正确答案 6万

立方米时，大家都惊呆了。

“绿色食品是指什么食品？A，蔬菜、

水果；B，绿颜色的食品；C，安全无污染

的食品；D，具有丰富营养价值的食品。”

袁老师又问。“选 C。 ” 小记者们短暂思

索后，绝大多数“锁定” 了这个正确答

案。

动手实验

直观感受更强烈

知识竞答环节结束后，袁老师拿出

一个试管架，插上 10 支试管，并均匀的

往里面装水， 开始指导小记者们做实

验。 “无色透明，它们就干净，可直接饮

用吗？不见得！”只见袁老师用滴管里的

试剂挨个滴入试管后，“神奇” 的事情

发生了， 其中部分试管里的水逐渐变

蓝，另一部分呈现出漂亮的桃红色。 变

蓝说明水中总磷含量高，变紫色说明水

中有六价铬，这些水看着好看，都不能

饮用，袁老师强调。

见证了看似有趣实则严谨的环境

监测实验，小记者邢金果和许楷松在袁

老师的指导下，戴上手套，体验酸碱在

显色剂中的变化。 “我没想到吞食塑料

垃圾会造成海洋动物的死亡。 ” 活动结

束时刘安夏告诉记者， 今后海边游玩，

他绝不会留下半点垃圾。

“作为小学生，我会做到不乱丢垃

圾，节约用纸。 ” 小记者易美涛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孙维娜

环保课堂开讲 小记者收获满满

听讲座、做实验、互动问答······

7月 26日，由贵阳市生态环境局主办，贵阳市环境宣传教育中心、贵阳市环境监测中心站、贵阳

晚报小记者团承办的“环保课堂” 正式开讲。数十名贵阳晚报小记者走进贵阳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听

专业人士的讲座、亲手做实验、与老师互动问答，学到了很多环保知识，为当环境小卫士储备了能量，

可谓收获满满。

扫 描 二

维码，加入贵

阳晚报小记

者团，了解更

多活动资讯

小

记者作品

7 月 26 日， 我跟随贵阳晚报

小记者团来到了贵阳市环境监测

中心站。在这之前我不知道环境监

测中心到底是做什么的。带着诸多

的疑问，我们走进了环境监测中心

站。

不出所料，环境监测中心的工

作人员袁老师图文并茂地给我们

上了一堂深动的环保知识课。

首先，袁老师给我们详细地讲

解了什么是生态环境，让我对生态

环境有了全新的认识。原来不仅仅

是我平时理解的环境卫生，她还包

括天气、地表水、海水、土壤、动物、

植物、海洋生物等，而这些都是与

我们人类密切相关的，也是影响人

类生活和生产的重要因素。

接下来袁老师播放给我们的

图片让我震惊不已，工厂排出的废

烟废气、汽车排出的尾气、建筑工

地的扬尘污染了我们的空气；工厂

排除的废水、白色垃圾、城市的排

污污染了我们的水资源，而人类生

存离不开水和空气。让我印象最深

的是一节 1 号电池可以使 1 平方

米的土地永远失去利用价值，一颗

小小的纽扣电池可以污染 6 万立

方米的水，太恐怖啦！ 因为环境的

污染， 许多可爱的小动物即将消

失，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我们的地

球妈妈也会生病！我的脑海里突然

闪出了一个问题，如果地球妈妈病

严重了，我们到哪里去居住？ 在哪

里生存？

我作为一名小学生，我阻止不

了工厂排出的废水和废气，但是我

可以做一名小小的环保志愿者，做

身边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奉劝爸

爸妈妈少开车出行； 节约用水，随

手关闭水龙头，人走灯关，节约用

水用电；少使用一次性筷子、非降

解塑料餐盒； 不随地乱丢垃圾，爱

护环境卫生。

爱护环境，人人有责！ 希望大

家行动起来做环境的主人，只有我

们越来越爱我们的环境，保护我们

的环境， 我们的环境才会越来越

好，地球妈妈才会越来越“健康” ！

保护地球妈妈

周祉希 实验一小三（16）班

保护家园 从我做起

邢金果 实验二小四（8）班

特殊课堂

刘安夏 实验二小三（9）班

保护地球

周子涵 山水小学三（6）班

我们人类生病了可以去找医生看

病，那如果是大自然“生病了” 呢？ 当

然它有它的医生，那就是“环境监测

中心” 。 中心站的老师说，他们监测中

心就像医生一样， 随时要对环境进行

监测， 让大家生活在一个符合健康标

准的环境里。

7 月 26 日，在晚报小记者团的组

织下， 我们来到了位于南明区青云路

的贵阳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在这里我

们参观了监测站、 学习环保的相关知

识。

活动一开始， 由环境监测中心的

袁老师为小记者们讲解关于环境保护

的知识。 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关于保护

水资源的话题， 人类每天喝的水平均

超过 5 升， 加上洗洗涮涮和冲厕所用

掉的大概是 150 升水。 从稻谷到餐桌

的一碗米饭，一共需要 95 升水；一个

三明治的产生需要耗费 150 升水，相

当于一个人每天用的水； 一杯牛奶需

要 1000 升水； 一份牛排更夸张需要

4000升水。看到如此惊人的数字，我们

以后更要节约用水、珍惜食物。

老师还指导我们亲自动手做了水

质检测实验， 让我们了解了有趣的化

学知识，老师由此教导我们，作为一名

小学生， 必须要努力学习掌握科学文

化知识， 探索更新更科学的方法来监

测我们生活的环境。

此次活动后，让我感触颇深，我一

定要做一个环保宣传员， 让身边的同

学朋友都参与进来。保护环境，从我做

起。 “不要让地球的最后一滴水成为

人类的眼泪” 。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董馨璐 南明小学三（4）班

7 月 26 日，我们小记者一行走进

了贵阳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检测中心

的袁老师给我们上了一堂精彩而又有

教育意义的环境保护课。

大家都说要保护好我们的家园，

可又真正做到了吗？ 袁老师告诉我们

不止垃圾会污染到地球， 还有汽车尾

气、噪声、污水……都会影响到我们的

生活环境，所以我们要绿色出行，少使

用一次性物品， 节约用纸， 不乱丢垃

圾，也不能浪费食物。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每件食物都会消耗一定的水，水

对环境和人类很重要。如果没有了水，

土地就会干裂，植物就无法存活，也就

没有了粮食，人类也无法生存。如果不

保护好水资源， 那地球上的最后一滴

水将是人们的眼泪。

还有，不要往大海里丢垃圾，有些

海洋生物分不清那是不是食物， 就误

食了它， 因此而亡， 而且也会污染海

水，会让更多的动物灭亡。

最后，不要乱砍树木，树木可以防

止沙尘暴、泥石流等灾害。所以我们要

节约用纸，防止更多的灾害“光临” 我

们的家园。 我心想： 如果不保护好环

境，那以后就什么也没有了，不保护好

环境，就会一步步靠近世界末日。我决

定以后要多步行或骑自行车出门，节

约用水，节约用电，不乱丢垃圾，要分

类投放。为了我们的家园，大家行动起

来吧！

合影

做实验

认真听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