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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3日，老师带着我们三年
级两个班的小记者去横山桥的清
明山探秘。出发前我心里嘀咕：我
经常去清明山上玩，那儿有何“秘”
可探呢？

午饭过后，我们一行来到了白
龙观，老师没带我们去看让人敬畏
的雕像，而是把我们带到了两棵参
天古木前。

哇，这两棵树拔地参天，八面
威风，雄踞山间，无可匹敌，它们如
幢顶，如伞盖，又如古寺宝塔。一棵
枝杆分叉还长有多枚“树参”，长约
60公分，实乃罕见。虽是初春正午
时分，枝叶也还不胜茂盛，可却透
不进丁点阳光来，这是罕见的庞然
大物。大就成了“精”，成了“神”，我
心中不自觉地就生出许多敬畏来。

这时，只听老师介绍说：“这两

棵古树名为银杏，一雌一雄，已经
在这生存千年了。这千年银杏树每
年硕果飘香，不知见证了横山桥多
少苍茫历史……”

我和几个小伙伴走到树下手
拉手合抱住大树，觉得我们依偎在
了一位英勇无比的战士身边，觉得
就是它庇护着我们横山桥人。
“大家看这边的石碑，这两棵

树已经被列为珍稀保护植物了
……”哦，我明白了为什么每年春
天学校总是会发一张防火护林的
告家长书，并教育我们爱林护林
了。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小记者活
动，我收获颇丰。以后，我也要成为
保护古树的一名小卫士！
横山桥中心小学三"

*

#班 韩宝仪

指导老师 刘芬

星期五，我们横山桥中心小学
的“小记者”们去白龙观了解古树.
我们来到白龙观，刚进门，两棵

参天大树就吸引了大家的目光，粗
粗的树干，树干还有一个大洞，树根
盘根错节，我们一下子就对古树充
满了好奇———这么年代久远的老
树，还能活着！于是，我们探寻的目
光都看向孙老师。孙老师赶紧开始
给我们绘声绘色地讲解：“这两棵树
名为银杏树，它们是千年古树，高
30余米，三人合抱有余。如果春天

到来，枝叶茂盛，果实累累，果仁甘
甜。一棵枝干分叉，还长有多枚“树
参”，长约60公分，实乃罕见。”
这么珍贵的大树，据统计，常州

现在只有几十棵了，我默默地想：我
们要从现在开始，保护我们身边的
花草树木，将来也许我们就能够看
到成片的珍贵大树了。作为一名小
记者，我要把这个理念宣传到每个
人的心中，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横山桥中心小学三"

*

$班 庄郅悦

指导老师 刘芬

白龙观坐落在横山桥镇清明山
腰上。每到年节，是其香火最旺的时
候。时常可见香客们跪拜在观内两
棵硕大无比的千古树前，虔诚地祈
福。现在，这两棵古树已是市级保护
文物。
星期五下午，我们在老师的带

领下来到白龙观，有幸见到了这两
棵千年古银杏树。这两棵千年古银
杏树高三十多米，必须要三个大人
才能抱一圈。每到夏天这两棵古树
枝繁叶茂，果实累累，果仁甘甜。在
白龙观中还有三百余年的古玉兰，
树干挺拔，每逢早春，银花繁盛，香

飘数里。还有古黄杨、古南天竹、桂
花树等都郁郁葱葱，五棵大樱桃树
每年硕果飘香。

俗话说“三分种，七分管，十分
措施才保险”。管护对于树木的存活
和生长十分重要。这些古树能够这
样枝繁叶茂，生机盎然都离不开观
内工作人员的细心呵护，精心照料。
只有我们大家都来保护树木，不管
大小，才能让我们的周围种满了这
种千年百年的古树，一代又一代地
向子子孙孙传承这千年百年的情！
横山桥中心小学三%

(

$班 杨翊凌

指导老师 仇海洁

位于横山桥镇清明山山麓的
白龙观里，有两棵树龄在800年以
上的古银杏，春日，沐浴着春雨，孕
育着新一轮果实；秋天，装扮庙宇，
一次次明艳了游客。为了保护好这
一珍贵的古木资源，充分发掘其生
态、历史和人文价值，武进区绿化
办与我们横山桥中心小学联合开
展了“爱护古树”的宣传活动。

作为一名小记者，我很荣幸地
参加了本次活动。3月13日下午，
我们三年级的一群小记者们在绿
化办孙老师和学校负责老师的带

领下，和新闻记者一起前往白龙观
开展本次活动。我终于亲眼看到了
白龙观内的这两棵古银杏，虽饱经
风霜，却枝干粗壮，上面的点点小芽
昭示着生命力的旺盛。孙老师向我
们讲述了环境资源的重要性、古木
的历史、价值等等，我们受益匪浅，
纷纷表示：“古树名木是珍贵的自然
遗产，被称为‘活的文物’、‘绿色化
石’，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把它们保
护好！”
横山桥中心小学三"

(

$班 方嘉荧

指导老师 仇海洁

在这个阳春三月，我们踏
一路春风，来到常州新北区西
源污水处理厂参观。

刚一进厂，一阵恶臭就扑
鼻而来，这是什么味道呢？大家
纷纷往四处观望，想找到臭味
的来源。给我们带队的工作人
员似乎看出了大家的疑惑，便
带着我们来到了一个巨大的正
方形池边，池子散发出阵阵恶
臭，大家纷纷捂住口鼻，想挡住
浓烈的臭味。工作人员告诉我
们，这是积水池，从管子里排出
来的是来自各地的污水，比如
工业污水，家庭生活污水等等，
这些水的污染十分严重，在这
样的池子里，不要说小鱼了，几
乎没有什么生物能够生存下
来，有的管子里流进来的水，看
似干净，但其中均含有大量的
重金属离子，对人畜、农作物危
害非常大，一旦流入江河或渗
入土壤，后果将不堪设想。

工作人员绘声绘色地向我
们介绍着，但我们的心情却越
来越沉重，在工作人员的带领
下，我们又参观了积淀池、增氧
池、过滤池……最后，我们又去

参观了一下可以排往长江的
水，只见那些水已经清澈透明，
与我们最初看到的污水有着天
壤之别。看到这里，我们沉重的
心情终于放轻松了一点。“那
过滤出的废渣怎么处理呢？”
一位同学向工作人员提出了一
个问题。“他们有的被送去了
发电厂进行焚烧转化成了能
源，有的被制成建筑材料，还有
的被提取出有用的物质重新回
收。”我们兴奋地叫道：“污水
也可以变废为宝嘛！”可此时
工作人员却给我们降了降温：

“虽然说现在我们的科技能在
一定程度上将污水变成干净的
水，并利用其中的一部分废物，
但中间投入的人力物力成本太
大了，希望大家都能保护我们
的水资源。”

通过这次污水处理厂的参
观，我也是感慨万千，同学们，保
护水资源，从我做起，不要再去
破坏身边的每一滴水，尊重自
然，希望我们一起努力，让污水
越来越少。
小河中心小学五"

#

$班 朱青辰

指导老师 冷亚军

一到污水处理厂门口，我
们便闻到了一股呛鼻的气味，
我们不禁捂住了鼻子。随后便
看到了污水池，这里有十几个
直径一米左右的进水口，它们
不停地朝池子里喷吐着五颜
六色的污水，一会儿水流湍
急，倾泻而下，一会儿又是涓
涓细流，缓缓流淌。它似魔法
师，一会儿吐出血红的水，一
转眼又变成黄黑色，还没等你
看清楚，一道紫得发黑的水汹

涌而出……它们像一条条巨
龙，在水里翻滚着，黄黑色的
泡沫你挤我，我挤你，还不时
散发着令人呕吐的恶臭。我们
捂紧了嘴巴，真希望有一个防
毒面具拿来给我。听工作叔叔
说，这是从小河、西夏墅和浦
河流来的工业用水和生活用
水。现在人们的生活条件好
了，废水也日益增多，处理污
水的能力虽然提高了，但还是
满足不了人们的需要。“啊

……”我们个个瞪目结舌，原
来，我们人类是破坏环境的罪
魁祸首，可是我们却从来不好
好反省自己。我们百感交集：
“人类啊人类，如果我们不保
护环境，不节约用水，不与自
然和谐相处，那大自然一定会
报复我们人类的。”让我们珍
惜每一滴水，不让最后一滴水
成为人类的眼泪！
小河中心小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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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温慧敏

指导老师 薛彩玉

在污水处理厂，我们参观
了弥漫着呛鼻臭气的污水采集
池，观看了初沉池、二沉池、生
化池、增氧池等。我好奇地问工
厂的叔叔：“每天产生的那么多
的污泥，你们怎么处理呢？”叔
叔笑笑说：“我带你一看便知道
了。”我们从池子边绕过去，一
阵机器的轰鸣声便扑面而来，
原来这就是压滤机房，几台机
器正在马不停蹄地忙碌着呢！

看，机器里压出来一层层漆黑
的脆脆的烘干的薄片，仿佛一
块块苏打饼干。原来污泥变了
个模样了。我又问道：“这种泥
能种菜吗？”他们摇摇头说：“这
污泥里有许多有害物质，如果
种菜或填埋，会造成二次污染，
目前只能把它送发电厂焚烧发
电……”正说着，一辆满载污泥
片的大卡车从我们身边驶过。
我们正叽叽喳喳交谈时，叔叔

忧心忡忡地说：“现在韩国等一
些西方国家处理过的水能饮
用，而中国处理过的水只能供
工厂使用，达不到饮用标准，所
以只好排入长江……”听着叔
叔的话，我们沉默了；每吨污水
处理的费用大概一到二元，可
是水还不能饮用，我们饮用的
自来水还需花更大的代价。
小河中心小学五"

)

$班 周盛阳

指导老师 丁芬

刚进入厂区，我们就闻到了
扑鼻而来的臭味，污水池里黑水
翻滚，我们情不自禁地捂住了鼻
子。

我们来到监控室，屏幕上
显示有几张废纸马上就要随着
水流到水渠的时候，被一个去
除较大杂物的过滤耙挡住了去
路。这东西真先进！我忍不住赞
叹。

可是，那个耙子再厉害，也
挡不住那些细小的杂物，那要怎

样才能把污水变成纯净水呢？
为了解除我们的疑虑，一位工作
人员叔叔带着我们来到了
P-SBR池（简称 SBR池）。工
作人员会在里面加一种微生
物，微生物遇到空气就会繁殖，
所以工作人员要往水里面注入
氧气，微生物分裂，它们就会把
污水里的菌种当“饭”全吃掉，
尤其要消灭大肠杆菌等。微生
物也会像人一样生老病死，这
样污水就进行了循环净化，水

就变成了黄褐色。这里的水再
进入盘片过滤池时就变清了，
用先进的设备把微粒过滤掉，
最后就进入了紫外线消毒池杀
菌。叔叔告诉我们，被处理过的
水会被水泵送入长江。我们来
到了一个池子边，这里的水清
澈见底，几台大功率的水泵正
不分昼夜地往外排水呢。
污水变清水，科技真神奇！
小河中心小学五"

*

$班 丁晨

指导老师 薛彩玉

爱护树木
倡导环保

争做保护古树的小卫士

保护古树，我们一起努力！

千年古树千年情

爱护古树 你我同行

小记者参观污水处理厂

节约用水
人人有责

珍惜生命之水

宝贵的水

科技真神奇

水资源污染问题一直被人们所重视，小河中心小学的小记者们走进
污水处理厂，直观感受治理水污染的不易……

3月 13日，横山桥中心小学小记者前往白龙观，参观了千年古
树，用自己的行动倡导爱护树木与环境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