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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多小时的时间，十六公里的路程，这
对我们这些小小年纪没吃过多少苦的初一学
生来说简直是极大的挑战！没错，就是在这么
一个阴雨天，厚厚的云层遮挡了太阳。我们七
（15）班与八（12）班的同学们顶着下大雨的风
险，义无反顾地踏上了长达16公里毅行的
“征途”。

刚开始毅行的时候，速度虽然较快，但
同学们精力充沛，一路有说有笑。当被告知
感觉走了好长一段路其实还只是两三公里
的时候，我们有些退缩了。但是，毅行毅行，
是用毅力走完全程的，想到这儿，我们又坚
持了下去。
分别到了五公里与十公里的补给点，已

经有少数同学再也吃不消了，他们就坐上了
随行的汽车，直接开往目的地。然而大多数
的同学，还是以顽强的意志坚持了下来。最
后六公里，挑战极限的时候到了！这时的行
进速度已经放慢了好多，许多人的腿就像灌
了铅一样沉重，而我们呢———一些七年级学
生却还是精力旺盛。先头部队举着旗子一
马当先，走着走着竟还跑了起来！他们的速
度并没有减慢！他们的耐力与保存的体力
开始发挥作用了。
眼看着先头部队与后面的距离在拉开，

我们也加快了步伐，跟紧了前面速度。挥洒
着汗水，满载着快乐，先头就这么一路勇往
直前，冲到了目的地。不一会儿，后面的大
部队也跟上来了。虽然身体很累，可能已经
动不了了，但没有一个人的脸上不是挂着笑
容的，这是属于我们的胜利！我们赢了！

正衡中学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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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华妙妙

周六，筹备了足足2个星期的“踏歌毅
行”活动在我班和七15班之间如火如荼地
展开。从淹城野生动物园到西太湖这长达
16公里的旅程，成为我们这群身穿“小黄
人”套装的正衡人的主场。

一切准备就绪后，拿上旗帜，便浩浩荡
荡的出发了。长途跋涉中，每位同学鼓足了
劲，每位家长卯足了力，一路有家长自驾的
车子随行，有医生职业的家长带好医务工具
箱一路保证着大家的健康和安全，前后戴着
红袖章的家长们作着安全保卫的工作，对讲
机的通话中，随时调整着队伍的速度和方
向。五公里一处的补给站更为筋疲力尽的同
学和家长们在途中进行适当的休息和调整，
进行能量的补充供应。

16公里，对于学生和家长而言都是一
个庞大的数字。平时很少运动的家长们在
这样遥远的距离中咬牙坚持，腿脚酸痛的
同学们互相搀扶、互相照应着一路行走。
有的家长脚上磨出了泡，流了血，却依然坚
持不懈地一路走到底；有的同学摔了跤，崴
了脚，但依然在医生家长的查看清理包扎
伤口后，在同学的扶携帮助下坚持走下
去。小到4岁的儿童，大到70岁的爷爷奶
奶，每个人都活力十足。孩子们被家长牵
着，老人们哼哧哼哈地为自己打节奏“一
二、一二”。

200余人，三个半小时，16公里路，一
个又一个多么庞大而不可思议的数字，但是
在今天，我们做到了。一滴水虽小，但依然可
以融汇成海洋；一个人虽少，但今天我们依
然可以齐聚一堂。走过的这一路，有欢声笑
语，也有面对体力不支的劳累；有筋疲力尽
时的泄气，但更多的却是咬牙的坚持。一起
行走，一起吃饭，一起笑，一起累，一段毅行，
一次聚餐，只为多收获一段友谊！在一起，更
温暖；在一起，更青春！

正衡中学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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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刘常玉

妈妈的爱好是种花，所以
家里的绿化都是妈妈做的。我
家门前原来有个臭水塘，一到
夏天就让人不能靠近，不仅臭
气熏天，而且蚊虫满天飞。但是
现在却是另一番景象了。
春天来了，桃树上抽出了

嫩绿的枝条，开满了粉白色的
花朵。这些桃花白里透红，美极
了！瞧，那含苞的，像一个羞涩
的小姑娘，不敢将自己呈现在
人们眼前；那半开半放的，仿佛

是一个急着想看到外面世界的
孩子，正用力绽放着自己；那些
盛开了的，更如芭蕾舞演员在
翩翩起舞……

当夏风吹过，荷花悄悄地
开了，你挨着我，我挨着你，谁也
不让谁。走近一些，清香扑鼻而
来，深吸一口，仿佛眼前不再是
普通的荷花了，宛若夏日仙子。
这是大自然送给我们的礼物。
金秋十月，正是桂花竞相

开放的季节。一簇簇桂花，那样

迷人。一串串金色十字架似的
小花在绿叶的衬托下显得异常
美丽！桂花还能做成：桂花糕、
桂花糖、桂花元宵……
冬天，看着门前那一棵梅

花，我就想起“众芳摇落独鲜
妍，占尽风情向小园。”腊梅自
傲立于风雪中的顽强精神，更
令我学习。

我问妈妈：“为什么你能把
这些植物种得这么好呢？”妈妈
说：“植物的生长主要靠阳光雨

露，它们的茁壮成长也和我的辛
勤劳动分不开，一分付出就有一
分收获，现在就是它们让我收获
的时候。”我又问妈妈：“你这样
做除了美化家门前环境，还有什
么别的意义吗？”妈妈笑着说：
“如果每个人都动手美化家门前
环境，那我们大家就像都生活在
一个大花园里，那时候的天就是
每天都是蓝色的了！”
钟楼实验小学三%

&

$班 白静

指导老师 史文英

春天里，我在楼上阳台和
楼下大花园里分别种下了两株
月季花的枝芽，期待着它们与
我一样茁壮成长……

"一$种下希望

因为昨天晚上下雨，土是
湿的，所以种在楼下的枝芽，
我当时没有给它浇水，只在心
里默默祝福:月季花，月季花，
你要快快长大，早日开花，像
我们的生活一样月月红火哦！
这不，一大早我就跑到阳

台上看月季花，它发了三个小
嫩芽，是粉红色的，大约有0.3
厘米。我又兴冲冲地跑到楼下
的草地上，呀！这里的月季竟然
长了七个小嫩芽！楼上的月季，
你要加油长哦！

"二$喜忧参半

阳台上的月季花怎么倒了
一株？是不是给楼下的鞭炮声
给震倒的呢？我赶紧把它扶了
起来，插进土里，浇了点水。

幸好楼下的一切正常，我

帮它们松了松土。这时，我发现
了一条蚯蚓。哈哈，有了它，终
于不用天天松土了。经过一夜
“及时雨”的冲刷，楼下的月季
花更茁壮了呢。你瞧，它挺直了
腰板，一副昂首挺胸的样子。阳
台上的月季，呼吸着湿润的空
气，小芽也更大了一些。你们还
要再努力哦！

"三$不分胜负

整个白天我没空照顾月季
们，晚上一回到家，就迫不及待

地跑去看它们。我惊奇地发现，
阳台上的有两个嫩芽已经透出
了三四片小绿叶。楼下的呢，虽
然晚上光线暗了点，不过还能
看到它的小芽长了约 0.5厘
米，另一株矮一点的，有个小芽
也透出了两片嫩叶。我真是太
高兴了！
楼上楼下的两株月季花，成

为我这个春天的甜蜜“牵挂”。
钟楼实验小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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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赵一鸣

指导老师 徐延芬

我来到常州已经两年了，
看到他慢慢变成一个不仅前卫
新潮的繁荣城市，而且是鸟语
花香、绿树成荫的林中城，我不
禁暗自欣慰。
清晨，在鸟啼中醒来，放眼

望去，小区里是一片养眼的绿
色。香樟树，黄杨树，银杏树等

大树随风搖曳着枝叶；修剪得
体的灌木从让路边竖起了两道
“绿色”小墻。

踏着被朝阳洒满金光的小
路，上学路上也有别样的风景。
看，好看的观赏性小松，平坦舒
适的草坪。路边的月季花也舒
展着自己粉红色的衣裙，向着

朝阳点头。
就连书声朗朗的校园里，

绿化也散发着她们迷人的身
影。春天，校园里的桃花争相
开放；夏天，正是玫瑰们斗艳
的时刻；秋天，凉爽的秋风送
来阵阵菊香；冬天，傲雪的红
梅不畏风寒。同学们在这样的

环境下发奋读书，怎能不心旷
神怡呢？
我坚信，在不久的未来，许

多因为高速发展而失去了美好
环境的城市，也能拥有像常州
一样的绿色生态。
钟楼实验小学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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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时奕

指导老师 吕旭芬

绿色是生命的源泉，绿色
是生命的希望。一年一度的植
树节又和我们相遇，再次焕发
了我们心中的朝气。植树节是
我们爱护环境、保护环境的一
个方式。

植树活动正式开始了，我
校的副大队长五（6）中队的凌
霄代表少先队大队部向全体少
先队员发出倡议：每一个少先
队员都应该争做绿化宣传员、
环保小卫士，要爱护校园中的
一草一木，爱护城市中的一草
一木。队员们要牢记，多走几
步，不穿越绿化带，不践踏绿
地。从我做起，从你做起，从小
事做起，从身边做起，从现在做
起，做绿化、美化环境的有心
人。

简短的仪式后，10个植树

小分队便热情高涨地投入了植
树活动中。平常连锄头都没有
摸过的同学，此刻却有板有眼
地当起了“园艺工程师”。大家
分工合作：有的扛树苗、有的扶
树苗、有的填土、有的浇水……
在一个小时不到的活动中，队
员们齐心协力地种下了一棵棵
成长树，用相机留下了这个有
意义的瞬间。让队员们从小就
培养起良好的习惯，亲手种上
树苗，当他们看到小树陪伴自
己一起成长，也就明白绿色低
碳的重要意义。
愿我们的生活永远充满绿

色的希望，愿我们的大自然永
远绿意盎然！

星辰实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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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孙聿炀

指导老师 金磊

在第37个植树节来临之
际，为激发我们热爱学校、热爱
大自然的情感，使我们能够积极
主动参与植树节的相关活动，亲
身体验劳动的乐趣，感受美化环
境的意义，西平小学组织学生开
展了“种下一颗籽，染绿一片天”

的种植活动。我也参与了这场有
意义的活动，种植属于自己的绿
色植物。
在活动过程中，三年级小

朋友在老师的带领下播种了
绿豆、番茄和凤仙花。看！他
们想出的是变废为宝，用废

弃的饮料瓶制成了七彩的花
器，各式各样，漂亮极了！花
器中，一半盛土，一半制成自
动浇水器。紧接着，他们分别
从老师手里接过种子，轻轻地
种下，培土、浇水、压实……看
着他们一张张虔诚播种，期待

着种子的发芽、成长的笑脸，
我也笑了。就让这片绿色与
欢乐充满教室，装点整个校
园。

溧阳市西平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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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缪嘉诚

指导老师 沈清

生活因“绿”而美丽
种植绿色希望

用种子牵引春天的脚步

常州，我美丽的第二故乡

春天里的甜蜜“牵挂”

我家门前的变化

汗水下的成长

踏歌毅行

锦绣旅程

成长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坎坷，就看你
如何去挑战它，战胜它。正衡中学用行动给
了我们答案。十六公里的路程，三个多小时
的时间，他们一起哭，一起笑，一起流汗，用
另一种方式去诠释“在一起，更青春”！

第 37个植树节来临了，小
记者们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身边
的绿色生态，他们更是自己动手，
将原本美好的节日赋予了更大的
意义。他们的生活因绿色而充满
生机。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星辰
实验学校、西平小学、钟楼实验小
学小记者们的成果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