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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葡萄

周口实验小学四!

!

"班 梅若倩 编号#

"#$$

7

月
68

日! 我和周口晚报的百余名小记者一起到西华县

东王营乡的玉桂千亩生态葡萄园采摘葡萄"

西华县离周口市区不远!坐了一会儿车!我们就到了西华县东

王营乡玉桂千亩生态葡萄园" 我们一下车!就有一位伯伯来欢迎我们!

他向我们介绍了葡萄有早熟#中熟#晚熟
1

个品种"早熟葡萄有$夏黑%!

中熟葡萄有$金手指%#$巨玫瑰%等" 他还告诉我们葡萄有抗癌等功效"

接着!他就带着我们去采摘葡萄了"我们首先要品尝葡萄!才能确定

要摘哪一种" 我像只兔子!这跑跑!那窜窜!把所有葡萄都尝了一遍" 最

后!我决定要采摘的葡萄就是$巨玫瑰%" 我迅速去领了篮子和剪刀!然

后去葡萄园寻找$巨玫瑰%" 凭借着我超强的眼力!不一会儿!我就找

到了$巨玫瑰%" 在蒙蒙细雨中!我拿着剪刀!小心翼翼地剪下两串

葡萄!把它们放进了篮子里"接着!我又去挑选了几串已经摘好

了的葡萄" 付完钱后!我就和其他小记者在雨中玩耍&&

这次摘葡萄活动不仅让我开阔了眼界!还增强了

我的动手能力!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这样的活

动'

葡萄熟了

周口六一路小学四!

!

"班 袁嘉一 编号#

%$$&

$快点儿!妈妈'马上赶不上车啦' %我着急地对妈妈说"我和妈妈

要赶着去参加小记者亲子摘葡萄活动!我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到目的地" 经

过
69

分钟的车程!我们到达了玉桂千亩生态葡萄园" 一进葡萄园大门!一条

$绿色长廊%映入眼帘!上面挂着一串串穿着紫色衣服的葡萄!馋得我垂涎欲滴"

接下来!一位伯伯给我们介绍了葡萄园的基本情况" 我从他的介绍中得知这个葡

萄园共种植了$醉金香%#$巨玫瑰%#$夏黑%#$户太
7

号%等
!9

个品种"

到了采摘时间!我们提着篮子#拿着剪刀走进了葡萄园" 我飞跑着钻进葡萄

园!迫不及待地摘下一颗$巨玫瑰%!来不及擦一擦!就塞进了嘴里!妈妈说我是个

小馋猫"我津津有味地嚼着!只觉得酸酸的#甜甜的!果然如那位伯伯说的有一股

醇厚的玫瑰香味" 我和妈妈摘了足有
!:

斤$巨玫瑰%!要带回去给我的亲戚分

享"另外!我们还摘了不少桂花香味的$醉金香%#味甜爽口的$夏黑%"不知不

觉!采摘结束了!我恋恋不舍地和妈妈提着一篮葡萄去称重了"

最后!我还采访了葡萄园的园主!了解了葡萄的生长习性和栽

培过程!并知道了农技人员工作的艰辛"总之!这次活动我收获

了很多!可以说是满载而归"

!辅导老师# 王闪闪"

这里的葡萄可真多

周口六一路小学六!

'

"班 刘明骁 编号#

%&&(

葡萄是一种十分好吃的水果!它不仅口感好!还含有抗癌

物质!多吃葡萄!身体里就会有一层$防癌保护屏障%了"

暑假快要结束时!周口晚报组织小记者去西华县东王营乡玉

桂千亩葡萄园采摘葡萄" 我来到葡萄园!看见一排排的葡萄架上挂

满了沉甸甸的果实" 那叫$夏黑%的葡萄犹如紫玛瑙一般!黑得发亮"

$巨玫瑰%也是成熟后果皮为紫色的葡萄!咬一口!一股沁人心脾的玫

瑰味就在嘴里弥漫开来! 咽下果肉! 但那种浓郁的香味还在口中回

旋!让人不禁赞叹世上竟有如此美味的葡萄'还有一种叫$醉金香%的

葡萄!皮为绿色!成熟后的果实晶莹剔透!像一颗颗珍珠璀璨夺目"

这里的葡萄种类还真不少!工作人员讲解后!我还了解了$金手指%#

$贵妃玫瑰%&&

终于到了可以采摘的时刻了! 小记者迫不及待地钻进了葡

萄园里" 我和妈妈来到$夏黑%园!我们弯着腰!仔细地寻找着

称心的果实" 一串串葡萄从我眼前掠过!直到相中了一串很

大而且颗粒又饱满的$夏黑%!我才毫不犹豫地把它剪了

下来"

采摘了一个多小时!大家都收获满满" 看着

自己摘的葡萄!我开心极了'

!辅导老师#刘芝"

美味的葡萄

周口七一路二小二
)*+

班 刘雅雯 编号#

"&$,

葡萄又酸又甜!很好吃!所以!我很喜欢吃葡萄"

葡萄不但好吃! 它还开胃呢' 葡萄里含有大量的葡萄

糖#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
;

等"

暑假的一天!我去葡萄园采摘葡萄!那里的葡萄品种

很多!有$香妃%#$夏黑%#$金手指%#$醉金香%等
!9

个

品种!每种葡萄口味也各具特色!而我最喜欢$夏黑%"

$夏黑%又香又甜!口感圆润且无核!深受人们喜爱"

同样受人们喜爱的还有$巨玫瑰%#$醉金香%等"

葡萄真好吃啊' 回到家了!我还想着

美味的葡萄呢"

愉快的采摘之旅

周口六一路小学四
)(+

班 李想 编号#

%&"'

小朋友们!现在正是葡萄成熟的季节!你亲手摘过葡萄吗( 我

可是亲身体验了一回!那可真是一次愉快的采摘之旅呀'

星期三一大早!我们一行
9

人就来到集合地点!参加周口晚报组织

的小记者采摘活动!目的地)))西华县东王营乡玉桂千亩生态葡萄园"

来到葡萄园!刚走了几步!我就闻到了一股浓郁的葡萄香味"一条水泥路

通向远处!路的两旁种满了葡萄!碧绿的枝叶爬满了葡萄架!一串串紫葡萄挂

在葡萄架下!像是在列队欢迎我们!真诱人呀'

葡萄园的管理人员先给我们介绍了葡萄的营养价值#品种和葡萄园的基本

情况!然后就邀请我们品尝葡萄" 哇' 一串串晶莹透亮的葡萄散发着香味!好像

是美丽的玉石" 小记者们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有斯文点的坐在板凳上吃!有

的干脆站着吃!大家都说这葡萄真甜真好吃"

品尝过后!我们要去摘葡萄啦" 我提着篮子#拿着剪子向园子里走去!一

排一排的葡萄树就在眼前!一串一串的葡萄就挂在葡萄架下!一伸手就能

摘到" 我边走边选!终于看见了一串又大又好的葡萄!妈妈托着葡萄!我

来剪" 啊!葡萄长得真结实' 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它剪下来" 后来!

我们又剪了好几串既大又好的葡萄" 天上飘着小雨!偶尔从葡萄树

下钻出来!感到很凉爽"采摘葡萄!让我知道了劳动的艰辛和收

获的快乐"

采摘活动结束了!所有的人都满载而归!所有的

人脸上都挂着笑容! 这可真是一次愉快的采

摘之旅'

)

辅导老师#张琳
+

周口闫庄小学六 !

%

"

班 李慧心 编号#

(,!'

星期三!小记者要去玉桂葡萄园采摘

葡萄!我心里特别高兴"下午
1

点!小记者乘车

前往玉桂葡萄园"

大概过了半小时!我们到达葡萄园"一进入葡萄

园!我立刻被眼前美丽的景色吸引了*一眼望不到边

的#长满茂密葡萄藤的绿色葡萄长廊上

挂着一串串诱人的葡萄! 惹人喜

爱!更让人馋涎欲滴"

首先! 葡萄园的袁老师向我们

介绍了几个葡萄新品种*外形美观#有浓

郁玫瑰香味的 $贵妃玫瑰 %+果肉脆 #味儿浓甜的 $夏

黑%+果粒较大#含糖量较高的$金手指%+金黄色的$醉

金香%+鲜红色的$红地球%&&

接着!小记者各领了篮子和剪刀!就迫不及

待地跑进葡萄采摘区!开始享受$摘葡萄%之

旅' 一进入葡萄棚!一股股沁人心脾的#

浓郁的香味立刻扑鼻而来!让我更

想尝尝葡萄的味道了' 我弯

着腰仔细地寻找

着那黑珍珠似的

葡萄" 我轻轻地解开套在葡

萄上的纸袋! 发现里面是一串像黑

宝石似的$夏黑%' 我小心翼翼地用左手

轻轻地托住它!生怕它掉了!一边用右手拿剪

刀把它剪了下来!放进了我的篮子里" 馋嘴的我

看着那诱人的$夏黑%!忍不住揪了一个又大又黑的

葡萄放入嘴中!轻轻一咬!顿时!甜甜的葡萄汁就溢满

整个嘴巴!我忍不住又多吃了几个'

我继续寻找!突然!我看见前方

不远处挂着一大串紫红紫红的

葡萄!就赶紧跑过去!生怕被别人

摘走" 走近那串紫红紫红的葡萄时!我

又闻到一股淡淡的玫瑰香味!原来这是$巨玫瑰%" 我快

速把它剪下来放入篮中!又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

不一会儿!我的篮子里就装满了我采摘的鲜葡萄"

我品尝了美味可口的葡萄!了解了有关葡萄

的知识!体验了采摘果实的乐趣!享受了丰收

的快乐!却难忘这次采摘葡萄的活动"

)

辅导老师#张玉红
+

游玉桂生态葡萄园

周口实验小学四!

!

"班 于璐 编号#

"#&'

7

月
68

日早上!周口晚报百余名小记者随家长一起去了西

华县东王营乡玉桂千亩生态葡萄园"

到了那里!管理员伯伯给我们讲解了葡萄的有关知识!如葡萄

分早熟#中熟#晚熟
1

个品种"我最喜欢这里的$贵妃玫瑰%!$贵妃玫

瑰%是山东省葡萄酿酒研究所
!##8

年育成!属于早熟品种"

接下来!我们品尝了刚摘下来的各种葡萄!我特地尝了$贵妃

玫瑰%!一入口中!我便知道为什么这种葡萄里有玫瑰二字了!因

为有一种淡淡的玫瑰香气在口中弥漫开来" 这次参观让我明白

了葡萄的生长过程和果农的不易"

很快!我们就返程了"不过!这里的香味让我流连忘

返!我一定会再来的'

)

辅导老师#张亚丹
+

体验采摘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