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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桥小学常州晚报小记者活动专题

小小“水火箭” 放飞大梦想
近日，漕桥小学

的常州晚报小记者
们开展了一场有趣
的科学小实验——
放飞“水火箭”。在
老师的讲解和帮助
下 ，小 记 者 们 明 白
了“水火箭”升空的
原 理 ，并 亲 手 制 作
了 属 于 自 己 的“ 水
火箭”，“水火箭”带
着小记者们的美好
期 望 ，一 个 个 飞 上
天空。

听完老师的讲解，大家都迫
不及待地想要尝试放飞水火箭，
我们先去水池将三分之一的水接
入饮料瓶，然后再到篮球场上集
合。一路上，我们都在讨论到底
谁的水火箭会飞得最高。

刚到操场，一些小记者就兴
奋地尝试起来，我则在一旁先观
察他们的水火箭飞行情况。我发
现放飞的水火箭有的高有的低，
于是就跑去询问老师原因，经过
老师的耐心解答，我知道原来空

气充得越多，水火箭就能飞的越
高。这时突然传来一阵惊叹声：

“哇，他的水火箭飞得好高啊。”听
到这，我赶忙拧开饮料瓶上的盖
子，盖上老师为我们准备的特殊
瓶盖，并把饮料瓶倒扣在上面，开
始打气。随着“嘭”的一声巨响，我
的水火箭以最快的速度飞了出
去，最终我的水火箭飞出了 20 米
左右的好成绩，我高兴极了。

漕桥小学四（1）班 徐晨涵
指导老师 池丽英

终于到了万众期待的发
射阶段了！看到前面的同学
有些发射成功了，有些失败
了，我紧张起来。轮到我时，
我小心翼翼地把水火箭装在
发射口上，再把脚踩在打气筒
上用力打气。1、2、3，发射！

“呼——”我的水火箭快速上
升，然后依靠惯性滑翔在空
中，拖出了一个漂亮的飞行轨
迹。

我成功了！虽然发射时
火箭尾翼喷出来的水把我的
裤子弄湿了，但我还是为成功
欢呼。

漕桥小学四（3）班 韦宏杰
指导老师 朱叶平

老师教我们用塑料瓶制作水
火箭，大家迫不急待地开始动手，
拿出自己带来的“超级装备”。看
着旁边的同学已经开始“埋头苦
干”，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加
油，相信自己！”我尝试在彩纸上画
了点图案，剪下四个“小翅膀”，安
装好水火箭的尾翼，再给水火箭戴
上一个“小帽子”，一个简易的水火
箭就诞生了。我们把做好的火箭

罐入三分之一的水，然后拿打气筒
往瓶内充气。瞧，瓶里的水不时冒
出泡泡，不一会儿，只听“砰”的一
声，水火箭发射升空啦！看着同学
们的水火箭一个个升上天空，我脸
上也露出了喜悦的笑容。水火箭
带着我们的美好期望，在空中划出
了一条条美丽弧线。

漕桥小学六（3）班 袁心凌
指导老师 王小燕

老师向我们介绍了火箭的知识
后，我们就开始装饰自己的水火箭
了。我用硬纸板做了两个机翼，又
用彩纸做了一面五星红旗，还端端
正正地写上了“中国号”三个大字。

我们拿着装饰好的水火箭跑
到水池边接水，然后前往操场。
老师先给我们做示范，他先拿出
自己做的水火箭，然后装在打气
筒上打气。空气进入瓶子一会儿
后，水火箭便飞上了天。终于轮

到我了，我把水火箭装在打气筒
上，用力打气。可我使出了九牛
二虎之力，水火箭还是没有飞出
去。我急得直跺脚。老师提醒
我：“用力一点，让空气快一点、多
一点进入火箭中！”我按照老师说
的做，不一会儿，水火箭“嗖——”
的一声就飞出去了，我激动得一
蹦三尺高。

漕桥小学四（2）班 陈梦瑜
指导老师 承秀华

准备工作做好，老师开始给
我们讲水火箭的制作步骤和发射
原理，我们听得可认真了。听完
老师的讲解，我们开始实验了。
先把自己的小火箭打扮得漂漂亮
亮的，再在瓶里装三分之一的水，
然后用瓶塞堵住瓶口，把有孔的
一面按进发射装置，然后用打气
筒往瓶里充气。充入的气体达到
一定的压力后，在反作用下，水火

箭快速上升。“嘭！”带着我们美好
希望的水火箭发射成功了。“嘭！
嘭！嘭！”一个个水火箭发射成
功，声音像极了过年时的鞭炮，我
们别提有多高兴了。

这个实验不仅让我们明白了
水火箭升空的原理，还激发了我
们对航天的热爱。

漕桥小学四（4）班 朱国旗
指导老师 吴红亚

水火箭也能飞上天吗？
老师告诉我们，水火箭是利用
饮料瓶制作成动的，灌入一定
数量的水，利用打气筒充入空
气，到达一定的压力后，在反
作用力下，水火箭就能快速上
升，在空中飞行。

老师开始教我们制作：用
彩纸包裹饮料瓶身，剪一个锥
形纸筒做火箭的头部，剪出火
箭的两个机翼⋯⋯我们按照
老师的方法，制作成功了一个

又一个简易水火箭。老师一
声令下，我们成群结队地来到
操场，老师指导我们把制作好
的水火箭装三分之一的水倒
扣在支架台上，用气筒向瓶内
打气。等到气体充足时，水火
箭发射出去了，真有意思。做
科学小实验让我在玩中懂得
了科学道理，还锻炼了我动手
动脑的能力，真是两全其美。

漕桥小学三（2）班 谢政桓
指导老师 周俊吾

我们兴高采烈地来到阶
梯教室，老师先为我们讲解了
水火箭的制作步骤和原理，听
完老师的讲解，我们便开始动
手制作了。制作水火箭需要：
一个空塑料瓶、胶水、剪刀、彩
纸或贴花纸⋯⋯我们先用彩
纸装饰了瓶身，还在火箭的顶
部做了个红色的圆锥形的顶，
再做出两侧的机翼，一个简单
的水火箭就完工了。

精彩的试飞开始了，同学
们兴高采烈。第一位同学开
始打气了，大家都露出了期待

的目光。只见他胀红了脸，可
火箭还没发射出去，大家全都
紧张极了。他又打了几下气，

“砰”的一声，火箭飞了出去，
我们都吓了一跳。随着同学
们的水火箭一个个升空，空中
留下了一条条漂亮的弧线，我
们欢呼雀跃。

这是一堂难忘的课，我们
玩得开心，也增长了许多科学
知识。让我们像水火箭一样，
朝梦想起飞吧！
漕桥小学五（3）班 赵婕 陆凌

指导老师 芦银

老师为我们讲解了一些火
箭的知识，接着开始教我们做
水火箭，我们把准备好的塑料
瓶、彩纸、胶水和剪刀拿出来，
用彩纸把塑料瓶装饰了一下，
还做了火箭的顶部和两个机
翼。我们一边制作，一边听老
师讲解水火箭的原理，原来，水
火箭是利用打气筒往瓶子里充
气，达到一定的压力后，水火箭
就会飞升到空中。装饰好水火
箭，我们排着队去接水，瓶里需
要灌三分之一的水，灌好水后，
我们就来到了操场，开始“检
验”自己的水火箭。

老师拿出了一个打气装
置，把装饰好的水火箭固定在
上面，用脚踩住气筒底座，再用
手不停地用力往瓶中打气，瓶
里的水慢慢变浑浊，不一会儿，
水火箭就飞上天了，真是太神
奇了。轮到我们动手时，我们
把水火箭小心翼翼地固定在发
射台上，双手用力不停地打着
气，感觉心都要跳出来了！过
不了多久，只听“砰”的一声，水
火箭飞了出去，好高啊！

漕桥小学
六（4）班 张明慧 周晨钰

指导老师 金云霞

等老师介绍完水火箭的
原理后，我们便用自己带来的
材料来装饰水火箭，有的同学
在瓶身上写着“我要飞得更
高”，还有同学把水火箭包装
成了五颜六色的。接着，我们
将瓶里灌入三分之一的水，老
师在操场上摆了好几个打气
的装置，同学们分别排在装置
后面，按顺序发射水火箭。我
们班的一位女同学没打几下

气，她的水火箭就飞得又高又
远，而我和班里的男孩子打了
好多下才勉强让水火箭飞上
天，周围其他队伍的水火箭也
全都飞往了高处。

这次活动让我明白：在今
后的学习中，我们也要像水火
箭一样，化压力为动力，一飞
冲天！

漕桥小学五（1）班 杭婧茹
指导老师 吴春亚

终于轮到我们大展身手
了。老师先让我们装扮自己的

“火箭”，有的贴红旗，有的“插”
翅膀，有的套火箭头⋯⋯我剪下
一块红色的彩纸，工工整整地写
上“天天向上”四个大字，贴在了
我的“火箭”上。然后我们带着
装了三分之一水的瓶子来到了
操场，只见一个个气筒式的装置
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同学们争
先恐后地装上自己的“火箭”，随

着“砰、砰”的声响，各式各样的
“火箭”如流星般划过天空。终
于到我了，我迅速把“火箭”装在
发射台上，两脚夹紧打气筒，双
手握住手柄打气，瓶子里渐渐冒
出一些小气泡，慢慢的，越来越
多，突然“砰”的一声，我的“火
箭”直冲云霄。成功了！我高兴
得一蹦三尺高！

漕桥小学五（4）班 蒋孝宇
指导老师 曾兰兰

我们准备了一个空的塑
料瓶、彩色剪纸、胶水等物品，
跟着老师一起制作水火箭。
制作完成后，我们排着队往瓶
中灌水，接好水后我们来到了
篮球场，排好队等待发射水火
箭。按照老师的步骤，我们先
把塑料瓶的盖子拧下来，然后
套上一个专用瓶塞，放在发射

装置上。接着，我们把打气筒
与瓶子相连，用力给瓶内充
气，不一会儿，水火箭就发射
出去了。

这次制作水火箭的活动，
我明白了要多动手、多动脑，
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科学。

漕桥小学五（2）班 鲜橙多
指导老师 孙凤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