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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梅小学常报小记者活动专题

锄地、松土、种植⋯⋯在常州市中医医院药房部中药房田晓军主任的指导下，香梅小学的常报小记者
们一起在“东篱小圃”种植园里种下蒲公英、藿香、艾草等中草药。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提升人文素养，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香梅小学开展了“承岐黄薪火 扬中医文化”主题系列活动，让师生通过实践近距离感
受中医药文化魅力，了解中医药文化知识，丰富校园“生活挑战100项”劳动教育特色课程体系。

活动中，王静艳校长表示将中医药文化引进校园，邀请专家团队、教师团队、学生团队以及家长志愿
者，举办《中医药文化大讲堂》，普及和推广中医药文化。并组织学生开展中药材研学实践、参观中医院中
医博物馆等活动，从探索、体验、感受三个方面带领学生领略中医药文化的魅力，拓宽学生了解中医药文
化的途径。 茅向燕

承岐黄薪火 扬中医文化

田伯伯是中医院的医生，
他介绍了好几种中药的习性
和效用：蒲公英的小伞，我们
一直吹着玩，原来它开的小黄
花，可以用来消炎；板蓝根长
着小小的绿叶，开的紫色小
花，还可以清热解毒，中草药
太神奇了！经过田伯伯的介

绍，我还知道了神农尝百草的
故事，知道了中医药经典《本
草纲目》，更知道了中医药文
化的博大精深，我喜欢这个课
程。

香梅小学
四（3）班 毕馨予

指导老师 杨美莲

田伯伯是中医院的医生，他介绍了好几种中药的习性和效用：蒲公英的小伞，我们一直吹着玩，原来它开的小黄
花

我们蹦蹦跳跳地跟田伯
伯和老师来到“庄园”。在田
伯伯的指导下，我们拿起工
具，蹲在“庄园”旁，开始整理
土地。你一锹，我一刨，场面
好不热闹。一会儿功夫，一
条水沟的样子已经出来了。
我突发奇想：可以在菜地前
把两条水沟给连起来，正好
也可以整理整理“门面”。于

是我开始用工具松一松前面
的土，然后在中间挖一段，把
两条水沟给连了起来。在我
们的刨挖下，菜地已经整理
好了，中药的“温床”也已经
准备就绪。期待下次的小记
者活动！

香梅小学
四（3）班 肖天然

指导老师 杨美莲

我们蹦蹦跳跳地跟田伯伯和老师来到“庄园”。在田伯伯的指导下，我们拿起工具，蹲在“庄园”旁，开始整理土

听了田伯伯的讲座后，我才
知道一直被我们当“降落伞”玩的
蒲公英是有名的中草药，它竟然
有那么多神奇功效。来到种植
园，田伯伯随手拿起一把铲子，给
我们示范挖排水沟的动作，同学
们纷纷学着田伯伯的样子挖，热
火朝天。排水沟挖好后，田伯伯
一手轻轻捧起一株蒲公英，另一
只手在松软土堆上挖了一个小
坑，再把蒲公英放进去，然后把周
围的土压紧。我也照着田伯伯的
样子，给小蒲公英挖了一个松软
的家，把它端端正正地摆好、扶
正、压紧，最后又给它喝了饱饱的
水。第一次种中草药，我们收获
了知识和实践经验，还收获了满
满的开心和意外的激动。

香梅小学
四（3）班 尹钰

指导老师 杨美莲

听了田伯伯的讲座后，我才知道一直被我们当“降落伞”玩的蒲公英是有名的中草药，它竟然有那么多神奇功
效。

田伯伯穿着一身白大褂，
他 给 我 们 讲 了 很 多 植 物 知
识。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常见
的 蒲 公 英 竟 然 也 是 一 味 中
药！它的味道是先苦后甘，性
寒，有清热解毒的功效。此
外，我们还了解了李时珍的

《本草纲目》是中外闻名的著
作。

课后，我突然想到，感冒
生病时喝的蒲地蓝就是由蒲
公英制成的，它会让我们增强
抗病毒能力。生活中，中医药
时刻在保护着我们的健康，我
们也要爱护中医药。

香梅小学
四（3）班 平端怡

指导老师 杨美莲

田伯伯穿着一身白大褂，他给我们讲了很多植物知识。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常见的蒲公英竟然也是一味中药！
它的

田伯伯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让
我们了解了，不同的中药药性功
效各不相同。我们常见的蒲公英
也是一味中药，它味苦又带有微
甜，性寒，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结
的功效。

田伯伯还为我们讲解了种植
中草药的方法，需要看气候因子、
土壤因子、生物因子、地形因子和
生物因子是否适合种植。让我印
象最深的是艾叶的种植，艾叶在三
四月种植最合适，而且必须地面平
整，种植时还要追肥、灌溉、排水，
最后还要杀虫。我想：原来种植中
草药还有这么大的学问啊！

香梅小学
四（3）班 韩依熳

指导老师 杨美莲

田伯伯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让我们了解了不同的中药药性功效各不相同。我们常见的蒲公英也是一味中药，它
味苦又

中医院的田伯伯给我们
讲了中药的历史、中药的栽
培管理等。课程讲完，老师
带 我 们 到 种 植 园 种 植 中 草
药，田伯伯走到一株植物前，
告诉大家这是芍药，并让同
学们猜猜它长大后是什么颜
色，同学们争先恐后地抢着
回答：紫色、粉色⋯⋯田伯伯

笑着告诉我们：“它长大后会开
白花⋯⋯”大家都惊讶了，我不
禁对中医药更好奇了。今天的
栽培课不仅让我增长了知识，
还让我知道了种植中药的窍门
和方法。

香梅小学
四（3）班 杜书雅

指导老师 杨美莲
中医院田伯伯给我们讲了中药的历史、中药的栽培管理等。课程上完，老师带我们到小菜园种植中草药，田伯

伯走

田伯伯先向我们介绍了
中药的历史和来源。接下来，
田伯伯又给我们介绍了一些
常见的中药材：蒲公英，金银
花，板蓝根等。让我觉得最有
趣的是蒲公英，它不仅好玩，
还能入药，能够起清热解毒的
作用。

一晃到了下课的时间，我
还沉浸在精彩的课堂中。这
堂课让我对中药知识有了一
些了解，也让我对中药充满了
好奇，我要继续探究！

香梅小学
四（3）班 刘明睿

指导老师 杨美莲

田伯伯先向我们介绍了中药的历史和来源。接下来，田伯伯又给我们介绍了一些常见的中药材：蒲公英，金银
花，

田伯伯滔滔不绝地给我们讲
了很多关于中草药的知识。他还
告诉我们：“你们知道吗？你们平
常吹着玩的蒲公英也是一味药
材，它味苦又略带微甘，性寒，具
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呢！”

了解完部分中草药的基本
知识，田伯伯还介绍了一些中药
的栽培管理，他还特地带我们去
学校的种植园亲自教学。我们
每人提着一把“九齿钉耙”来到
种植园，学着田伯伯的样子，有
模有样地种植着小蒲公英，大家
干得热火朝天，对自己的作品都
相当满意。

香梅小学
四（3）班 陈艺蕾

指导老师 杨美莲

田伯伯滔滔不绝地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中草药的知识。他还告诉我们：“你们知道吗？你们平常吹着玩的蒲公
英也

田伯伯给我们讲了中药的
品种。中药分植物药、动物药和
矿物药。中药的品种很多，功能
也很多。如板蓝根，可以清热解
毒⋯⋯真神奇。我还了解了李
时珍的《本草纲目》，它记载着
了 1892 种草药，而且这本书
可是响誉中外，也为中国的中
药研究作出巨大贡献。

接着田伯伯还告诉我们

怎么种中药。我知道了板蓝根
种植的最佳时间是在 4 月，种
植前要用肥料先铺一层；种艾
草前需要先除草，雨天用固体
肥料，晴天用液体肥料，也要
注意除虫⋯⋯听完这些我恨
不得现在就可以去试一试。

香梅小学
四（3）班 高子木

指导老师 杨美莲

田伯伯给我们讲了中药的品种。中药分植物药，动物药和矿物药。中药的品种很多，功能也很多。如板蓝根，
可以

田伯伯告诉我们，早在远
古时期，人们就对“药”这个字
有了大概的理解，有了关于药
的神话传说，比如神农尝百
草。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对“药”的认识越来越广，

《伤寒杂病论》《千金要方》《本
草纲目》等作品从不同的大医
家手中相继问世，他们带领人
们逐渐认识到中药大多是从
植物、动物、矿石中形成的。

紧接着，田伯伯又给我们
介绍了一些常见的中药材。
蒲公英，是一味清热解毒的中
药材，它常常和金银花一起
使用，对清热解毒有奇效；大
名鼎鼎的板蓝根也粉墨登场，
它味苦，性寒，有清热解毒的
功效。

香梅小学
四（3）班 花钰

指导老师 杨美莲

田伯伯告诉我们，早在远古时期，人们就对“药”这个字有了大概的理解，有了关于药的神话传说，比如神农尝百

田伯伯先给我们讲了中
药的习性和如何食用。接着，
他给我们介绍了中药怎样种
植和栽培。下课后，田伯伯带
领我们下楼去挖土、种中药，
我们都很开心。看着挖好的
土坑，被种好的中药，我不禁
唱起歌来：“江南水土好，我在

江南种好药，勤劳的人民把歌
唱⋯⋯”

这节课，我非常的开心，不
仅学会了很多中草药的知识，
还了解了如何种植中草药。

香梅小学
四（3）班 袁羽晗

指导老师 杨美莲

田伯伯先给我们讲了中药的习性和如何食用。接着，他给我们介绍了中药怎样种植和栽培。下课后，田伯伯带
领我

知识渊博的田伯伯向我
们介绍了中药的历史，原来中
药主要来自植物、动物、矿物
及其加工品，不同的中药特性
功效各不相同。让我感到神
奇的是，我们常见的蒲公英也
是一味中药，它味苦又带有微
甜，性寒，有清热解毒，消肿散
结的功效。

我们详细了解了部分中药
的栽培管理后，田伯伯带我们
来到学校的种植园，动手体验

了种植中草药。同学们小心翼
翼地将草药的幼苗放进土里并
填土，最后再给幼苗浇水，大家
时不时地提出自己的疑问，田
伯伯耐心地为大家解惑。

通过这次活动，我们也被
中医药的博大精深深地吸引，
一颗中医药文化的种子已悄
悄生根发芽。

香梅小学
四（3）班 屠怡然

指导老师 杨美莲

知识渊博的田伯伯向我们介绍了中药的历史，原来中药主要来自植物、动物、矿物及其加工品，不同的中药特性
功

茅向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