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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为我们介绍老旧小区改
造计划，让我觉得国家时刻都在为
我们老百姓着想，制定了这么多的
好政策，所以我们也要贡献自己的
一份力量。负责人说改造计划较
为重要的一点是美化环境，他们要
在小区南侧建造绿化带。

我们和勤业中学的同学两两
结对,一起植树。不得不说,植树
除了需要力气,还需要技巧与方
法。一开始，我们这些新手只懂
得拨开松土，面对土地和石块就

无从下手了。到后来，总算是摸
着点门道，一抬头却看到别人早
已植好了树,正在浇水呢。我们
也加快了速度，共同种下了表明
汉藏情深的希望之树，并且系上
了鲜红的丝带，约定过几年再一
起来看我们种下的树，希望它和
我们一起成长。

西藏民族中学
22224 嘎拥措姆

22334 董浩然
指导老师 朱芷怡

走在小区的道路上，想象着
在那些空地上,重新种上更鲜活
的小树,它虽小，可也与大树一样
昂首挺胸地矗立，任凭风吹雨打，
也不动分毫。

我们拿着铁锹，双手紧紧地
握着，好像是要把兴奋传递给它，
一锹一锹地挥下去，将我们青春
的活力注入土中，伴随着小树一
起长大。汗水也像调皮的小孩子
一样迫不及待地进入土里，与大
地融为一体。

在植树中，我感到有点累,
可转念一想：那些为了环境的美
好、国家的美丽而奉献的护林人
要种那么多树,该多么辛苦啊!于
是，我继续挥起了铁锹，过程很
辛 苦 ，可 我 却 很 开 心 ，深 有 感
悟。我们的生活也是，要像小树
那 样 不 畏 艰 难 ，为 社 会 做 出 贡
献。

西藏民族中学
22135 肖腾越

指导老师 朱芷怡

还未见面，我就对将要
见到的西藏同学充满好奇。
来到集合地点，先是写了带
有祝福语的联系卡，随后便
看到此次同行的藏族同学
们。他们的外貌与我们并无
不同，似乎只是比我们多会
一种语言。

一开始参观老小区时，
我们都有些拘谨，没有放开
交谈。参观完毕，我们两两
结对，互换了联系卡并且拥
抱。多么美好的祝福，都浓

缩在这张小小的卡片上。
我和结对的伙伴领了铲

子开始挖坑，树梢遮住了点
点阳光，斑驳的金色落在地
上，正如那春天的片片希望。

植 树 拉 近 了 我 们 之 间
的距离，我俩在新树苗上系
上了一条中国红的丝带，初
春的晴天，我们在此共同栽
下了希望。

勤业中学
七（1）班 柴辰熙 金紫涵

指导老师 陶莹

我们走进了广景山庄，
与常州西藏民族中学的伙
伴一起参观小区，为小区种
树。走进小区，一眼看去满
是施工的牌子。听带队的
老师一说才知道这是一个
老小区，它正在翻新改造，
增添了电梯、新能源充电装
置等来便利人们的生活。

而今天我们也要为这个
小区进行“装修”。我们与西
藏民族中学的同学结伴，两人
合作一起种树。我们一人一

把铲、两人一小组，纷纷开动
植树。我的伙伴叫拉姆，我们
边铲土边唠嗑。我才得知，原
来他们为了求学，一个人离开
父母家乡，当他们望向天空，
肯定也会想起西藏那掬一捧
蓝天可以洗脸的天空吧。

此刻，当我仰望太阳，发
现天似乎蓝了一些，因为，春
天迈步走来了！

勤业中学
七（1）班 徐慕凝 王梦涵

指导老师 陶莹

我和一个拉萨的女孩分
到了一起，我仓促地选了一块
地，以至于没注意地上杂草横
生、碎石四起。她没有太多表
情，二话不说埋头苦干。她弓
着背，两手握紧钢铲蓄力对准
土块就是一铲子，用腿一蹬，
用力一撬，双手举起铲子慢慢
将一大快碎石泥土挖出深坑
向后一抛，整套动作行云流
水，像是舀汤一般轻而易举。
微风轻轻拂过，阳光亲吻着她
的脸颊，她颇为自豪地说：“这

点运动量跟在西藏那边比小
多了。”我心里颇为惊愕。她
走到了小树苗旁，拉着我一起
抬，“一，二，三，抬！”小树苗并
不重，栽树也并不难，她教我
用铲子去栽种一个生灵，我教
她去系蝴蝶结于那幼小的生
命之上，朝阳唱着凯歌，歌颂
着两个不同地区不同文化却
心心相印的人。

勤业中学
七（1）班 陈佳佳

指导老师 陶莹

今天，我们化身为小小植树
人，来到了老小区参加植树节活
动。一进小区，就看见工人们正
在施工，在小区门口准备修建一
个大屏，还有各种为人们提供便
利生活的设施正在修建⋯⋯

“草树之春不久还，百般红紫
斗芳菲。”春意盎然，大地一片生
机勃勃。今天我种下了人生的第
一棵树，我也相信一分耕耘一定
会有一分收获。

我还结交到了许多汉族同
学，大家其乐融融，这就是汉藏情
深。今天我以栽树之谊与你为
友，明天我们作为友人同赏繁花
硕果！劳动不仅最光荣，劳动更
能收获友谊！“汉藏情深何忍别，
天涯碧草话斜阳。”愿以青翠之
树，结出民族之花。

西藏民族中学
22208 洛桑尼玛
指导老师 朱芷怡

艳阳高照，阳光如细丝
般连接着大地。脚下生风的
我来到广景山庄与西藏民族
中学的同学们共同结对植
树。

我在机缘巧合下排在了
达洛的身边，老师让我们互
相交流认识。这时，我刚刚
积攒的勇气如泄了气的皮
球，双手像没处放似的，脸上
显露着的只有尴尬又不知所
措的笑容。为了打破这氛
围，我主动伸出了手，达洛也
热情地回应了我，我这才放
下包袱，与他交谈良久，相谈
甚欢。

在植树小憩时，我又和达
洛站在一起，他笑着介绍着自

己，我也不再封闭自己的内
心，敞开心扉地应答着。他用
手臂抹了下头上豆大的汗珠，
指着我们一同栽下的树苗道：

“这树苗可承载着我们的美好
友情啊，以后我一定会常来看
看它的。”我心里美滋滋的。
是啊，这树苗此刻已不再是普
通的树苗了，它是我们美好友
谊的见证。

此行，我结识了新友，收
获了成长，更感受到了藏族
和汉族的美好友谊，我相信
这友谊也会同这树苗一起，
绽出新芽、擦出火花。

勤业中学
七（1）班 翁承硕

指导老师 陶莹

今天，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
来到了学校附近的广景山庄，老
师讲解了活动意义、注意事项、明
确分工后,大家立刻分头行动。
好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人
多力量大。经过半个多小时，在
我们的齐心协力、辛勤劳动下，小
区的一角也变了个样。

为大自然、为这块区域做一
件力所能及的事，让花草树木快

乐成长，让环境更加干净卫生，我
们都发自内心地感到自豪与欣
喜。

通过这次活动,我们明白了
植树的辛苦，更懂得了珍惜每一
位与我们共同生活在地球上的

“绿色朋友”。
西藏民族中学

22124 洛桑曲珍
指导老师 朱芷怡

我们了解了广景山庄的
老小区改造的基本情况，随
后便迎来了重头戏——植
树，而且是与藏族同学一同
植树。我的搭档是一位名叫

“洛尼”的同学，植树时，他的
力气好像使不完，挖土时没
几分钟我就满头大汗，而他
从未有停歇。从他使用铲子
的手法看出大抵他也是初次
使用，但他总有使不完的劲，
遇到地里的石块，他踩了踩
铲子便破开；遇到土里的木
块，他也铲了周围的土，然后

把木块撬出去。挑水时，他
也总冲在我前面，那不爱说
话的面庞映出了无限的力
气，腼腆的性格却展现了藏
族小伙的吃苦能干。据他所
说，他故乡在拉萨，那儿对于
藏族同学来说竞争压力极
大，只有拔尖才有机会去别
的地方读书。也许小学学习
上的苦累，才养成了他这种
吃苦耐劳的精神吧。

勤业中学
七（1）班 支利青

指导老师 陶莹

3月11日，植树节前夕，来自常州西藏民族中学、常州市勤业中学、常州市白云小学的常报小记者们
来到“旧改”小区广景山庄，参加小记者协会和钟楼区永红街道建设局、香江华廷社区共同组织的“春日
行动‘植’得期待”植树节特别活动。

常报小记者植树节主题活动

汉藏一家亲 共栽同心树

初生的樱花挂在枝头，个个
含苞待放，在春日的暖阳下，在和
煦的春风中养精蓄锐，等待着时
机绽放。

在微风习习、万物生机勃发
的春日里，广景山庄等许多老旧
社区也迎来了翻新。许多民众希
望能够解决的问题都受到了重
视，列入翻新的名列。例如：许多
腿脚不便的老人希望能够在单元
楼里装上电梯。如今，终于开始
建设了，这样腿脚不便的且住在
高楼层的老人终于不再需要气喘
吁吁地爬楼梯了。还有为了丰富
老人和小孩生活而改造出的阳光
房,这个阳光房本是小区中的废
弃凉亭改造出来的。如今新阳光

房的建设已经被提上了日程，不
多时便能为社区的居民们带来福
利。

我和伙伴们来到新开发的绿
植带，一起植下“友谊之树”。这些
树是我们与当地的汉族小朋友一
起种下的，挖土、栽树、填土、浇水，
简单的几个步骤后，一棵小树就立
起来啦！我还与伙伴们一起合影
留念，开心美好的时光定格在这张
照片里，一丝甜意涌上心头。成就
感与幸福感在心里缠绕，在这里生
活的居民一定很幸福吧！

西藏民族中学
22333德吉卓玛
22424岗益拉姆

指导老师 朱芷怡

朱臻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