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月 10 日、11 日，2018 年星报小记者第四季第一期植树节活动圆满完成。来自全市三百多名小记者们如
期相约美丽春天，在春天的土壤里种下一颗树苗，为世界增添了一点绿色。植树节活动在小记者眼中，有着各
种各样不同的解读，他们对于植树的认识有哪些呢？不妨从小记者的文字中感受一下吧！
▋李月

与外国友人的植树之约

——记六班的植树活动

合肥市长江路第二小学橡树湾校区三(6)班 王雨欣

合肥市五十中学西校七（6）班 李梓灿

指导老师 宋汝义

从春风送暖、万物复苏的三月手中，我们又接过一个日子——植
树节。虽然我们中大多数人都住在钢筋混凝土的楼房里，但我们从
来没有忘记心中那份绿色的向往。2018 年 3 月 10 日中午，在《市场
星报》报社记者的组织和带领下，全班同学一起前往梅冲湖生态园，
开展“我与春天有个约会”的植树活动!
为了节约时间，报社陈老师在路上给我们说了活动注意事项和
活动流程。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我们就来到了目的地——北城梅
冲湖公园，湛蓝的天空下，怪石阵屹立，有姹紫嫣红的花朵，地毯似的
草坪，还有可供垂钓的鱼塘……能来到这里植树，真的是心旷神怡，
大家干劲十足！
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来到植树装备地点，大家分好小组。男生
争先恐后地领取铁锨、水桶和树苗。女生也不示弱，捋起袖子往前
冲。不一会儿，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就来到了植树场地。同学们在
这里大显身手，大家干得热火朝天：你瞧，我们班的期末状元胖子吴
瞳宇，不仅学习好，干起活来也有两下子，用手拿锨挖土挖不动，人家
用脚一踩，
“噌”，一个坑就出来了！再看我们的女生，巾帼不让须眉，
一个人挖得慢，人家两个人一起挖，团结起来力量大嘛。大家挖土的
挖土，浇水的浇水，不一会儿，我们既定的任务就完成了。虽然大家
之前脱下棉袄，轻装上阵，但结束后一个个额头还是冒出了汗珠。但
当看见身后种下的一排排小树，想到不久的将来会绿树成荫，大家还
是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试完体力，考脑力，接着来到了拓展游戏环节。团队热身、百花
齐放和 CS 游戏就是考查我们的专注力、反应速度和团队合作意识，
大家玩得特别开心，笑声在公园久久回荡。尤其是在玩 CS 游戏，一
个个英姿飒爽，真的像神龙突击队降临在现场。
一个下午不知不觉过去了，返程路上，我在想“一年之计在于
春。”人们总把一切美好的愿望寄予春天，在春天播下了期望的种子，
等待着秋的收获；春天是花的世界、是色彩的世界、是一切美好期望
的开始。前方也许迷茫、也许未知，但我们热忱、勤劳、勇于奋进，把
握时机，砥砺前行……

3 月 10 日，我提前过了植树节，有关
植树的种种画面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里。
当我听说今年的植树节活动要和外
国友人一起参与时，
我心里可开心了。不
仅努力学了好几句英文还用心准备了礼
物。可心里不免有些忐忑：
万一我的外国
友人不会说中文，
我该怎么和他沟通？我
还怎么能与他们一起植树？如果我准备
的礼物他们并不喜欢怎么办？
不过，我的这些担忧全部都是多余
的，我的外国友人是位女学生，她只问了

指导老师 陈莉

我一些简单的问题，与她沟通起来无任
何阻碍，我开心极了。和外国友人一起
植树的时光很短暂，但记起来温暖十足，
这场活动不仅让我们成为好友，还一起
为我们的地球多添几分绿意。
俗话说得好“种下一棵树，收获一片
绿。”我和我的朋友一起种了四棵长着嫩
叶的小树苗，我希望小鸟在上面安家，小
草在一旁生长，让我与外国留学生的友
谊长长久久。长高吧！我的小树！让我
把最美好记忆留在你的枝繁叶茂里！

阳光中队植树记
合肥市长江路第二小学橡树湾校区三（6）班 项欣妍 指导老师 陈莉
春姑娘带着明媚的衣裳，踏着轻盈
的步伐赶来了。与此同时，也迎来了一
年一度的植树节。今 天 ，我 们“ 阳 光 中
队”的同学们迎着春风来到了梅冲湖生
态园，参加植树活动。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许多外国的哥
哥姐姐们，我们相互问好，并结伴种植
小树。我们踏着泥泞的小路来到了种
植园，我和外国姐姐互相帮忙，齐心合
力将一株株嫩绿的小树苗成功的种植结
束，看着我们的劳动成果，我和姐姐会心

地笑了。望着一排排整齐茂盛的小树苗，
我相信它们在阳光和雨露的滋润下一定
会茁壮成长，
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植树活动结束后，我们又积极参加
了各项拓展活动，在活动的过程中，大家
一个个生龙活虎，玩得兴高采烈，也让我
们从中认识到同学之间一定要团结友
爱，互相帮助。
今天我很高兴认识了许多新朋友，
同时我也为保护大自然贡献了自己的力
量，我期待明年植树节的到来。

笑语声里种树忙
合肥市琥珀小学五（4）班 陈岩松

指导老师 金玲

忽闻一夜春风来，草长莺飞媚春光，
伴一路阳光，种一路树苗。今日，百人有
余，或老或少，或男或女，携春光，伴春
风，穿麦田，过河桥，一路欢声笑语，一路
歌声童谣。
水塘边，田埂上，垅沟间，三五成群，
童叟皆兵，尔扶树，吾培土，汝浇水，铁锨

舞动，红桶穿梭，虽汗水淋漓，衣裌尽湿，
蚊虫叮咬，皆无怨言。霎时间，沟渠边，
田埂上，树苗林立，伴着春草柳绿，充满
蓬勃生机，
劳累尽忘，
欣慰顿生，
成就心生。
你吾今日，种下树苗，播下青绿，空
气因吾而清新，家园因吾而洁净。保护
地球，绿化家园，有你有吾，携手同行！

月光下的偶遇

欢迎小记者们踊跃投稿，投稿邮箱 scxbxjz@163.com,2018 星 报 小 记 者 交 流 群
542025752，扫一扫官方微信，就有机会参加
星报小记者实践采风活动。你也可以扫一扫
星报小记者交流群二维码，进群和其他小记者
们一起交流，共同成长。
联系电话：0551-64376949。

合肥市长淮新村小学三（3）班 汤筱朔

星报小记者公共账号

星报小记者交流群

指导老师 王丽

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
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
，小乌龟在
森林里一边走着,一边欣赏着月色
森林里一边走着,
一边欣赏着月色。
。
走 着 走 着 ，小 乌 龟 发 现 自 己 迷 了
路。它急得团团转
它急得团团转，
，就像热锅上的蚂蚁
就像热锅上的蚂蚁，
，
于是，
于是
，就哇哇大哭起来
就哇哇大哭起来。
。此时
此时，
，月亮悄悄
地躲进云层里，
地躲进云层里
，四处伸手不见五指
四处伸手不见五指，
，小乌
龟害怕地缩进了壳里。
龟害怕地缩进了壳里
。 就在这时
就在这时，
，一阵
“ 踢踏踢踏
踢踏踢踏”
”的脚步声传来
的脚步声传来，
，小乌龟好奇
地探出脑袋朝外张望着，
地探出脑袋朝外张望着
，原来不知何时
原来不知何时，
，
月亮从云彩中飞出来，
月亮从云彩中飞出来
，一只小鹿沐浴着
月光从森林里走出来，
月光从森林里走出来
，小鹿好奇地问
小鹿好奇地问：
：
“小乌龟
小乌龟，
，你为什么哭呢
你为什么哭呢？
？”小乌龟结结巴
巴地说：
“ 我 …… 我 …… 迷 路 了 ，你 能
……送我回家吗？
……送我回家吗
？我的家要翻过一座高
山 ，跨过一条小河
跨过一条小河。
。”小鹿干脆地说
小鹿干脆地说：
：
“没

问题 ，你骑到我的背上吧
问题，
你骑到我的背上吧。
。”小乌龟趴在
小鹿背上，
小鹿背上
，边给小鹿指路
边给小鹿指路，
，边和鹿儿聊家
常 。 原来这是一头无父无母的孤儿小
鹿，这片森林就是它的家
这片森林就是它的家，
，在成长中他学
会用自信和坚强面对各种困难和危险。
会用自信和坚强面对各种困难和危险
。
小乌龟听了他的遭遇后为自己的胆小而
感到惭愧，
感到惭愧
，他决心要向小鹿学习
他决心要向小鹿学习。
。
小鹿把小乌龟安全地送回了家，
小鹿把小乌龟安全地送回了家
，小
乌龟妈妈热情地招待了他，
乌龟妈妈热情地招待了他
，并邀请小鹿
住下来，
住下来
，做他们的邻居
做他们的邻居。
。 从此小鹿和小
乌龟一家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乌龟一家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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