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年
%

月
!

日 星期四

B9-B16
周 刊

责任编辑 常城 本版编辑 梅志刚 版式 李渊杰 校对 周玮玮

第
!""

期

春季到来
!

桃花盛开
!

戚墅堰

的圩墩公
园和雪堰

镇都举行
了"

桃

花节#

活动!

潞城小学
和潘家小

学

的小记者
们走进"

桃花园$

!

赏花 %

采访!

一起来看
看他们的

精彩记

录&

今天是圩墩公园的第三届桃花
节，人山人海。与去年相比较的，明
显多了很多新的东西，新年新气象
嘛！瞧，这儿的桃花多漂亮啊！

树上的桃花，远眺气势磅礴,如
海如潮；近赏俏丽妩媚,似少女初
妆。这些明艳似火的红桃花与淡雅
似水的粉桃花错落在一起，争奇斗
艳，姹紫嫣红，可谓是“桃花一簇开
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啊！桃花一
朵紧挨一朵,挤满了整个枝丫,它
们像是在抱团取暖，又像一群顽童,
争先恐后地让人们来观赏自己的艳

丽丰姿。朵朵桃花在微风中，像一只
只花蝴蝶正在翩翩起舞。有些桃花
正在怒放，露出了淡白色的花蕊，活
像一个辣妹子；有些桃花微张，好像
不太愿意面对那外面的喧嚣的世
界，好似一个窈窕淑女；还有些还是
花骨朵，躲在后面，扑向“妈妈”的怀
抱中，好像一个瘦弱乖巧的小女孩
儿……一株株桃花百花争艳、花团
锦簇，真美啊！

潞城小学六
&'(

班 崔玉清

指导老师 张琴玉

刚踏进公园的大门就嗅到了一
阵淡淡的花香随风而来。我们一路
闻着花香来到了健身广场，在广场
的北面和南面都种着好多桃树，桃
花正开的热闹，挤挤挨挨的，白的如
雪、粉的似霞、红的像火……五彩斑
斓美丽极了。

我们沿着健身广场往南走，经
过圩墩遗址博物馆，再往南经过一
株桃花时，我停下了脚步。在这株桃
树上我看见吊着一块粉色的小牌

子，上面写着“毛桃，蔷薇科梅属”。
我仔细观察了这株桃树上开的桃
花。花瓣都是五片的，呈淡粉色，花
虽然开的很多但是都一朵一朵的分
开着，从没有两朵挤在一起的。

看了这些美丽的画面你会不赞
叹吗？这里真是一个既美丽又具有
文化内涵的，让人流连忘返的好地
方。

潞城小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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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邓婧

指导老师 沈迪倩

春暖花开，百花争艳，桃花灼
灼。踏一路春风，撒一路欢笑，我们
来到了景色宜人的桃花之乡———雪
堰镇。

时值早春，农家田里油菜花已
开成一片明黄。刚至镇里，只见车外
一片片粉红滑窗而过，就像明黄上
染上了一抹抹胭脂。

这里是著名的水蜜桃之乡，目
前全镇桃树种植面积近两万亩，年
产水蜜桃 1.5万吨，产值 1.6亿多
元。除了谢家村，雅浦村和城西村也
是绝佳的赏花处。来到雪堰镇谢家
村的桃林花海，春色满园，灿若云
霞。

那是细雨中蓬勃的姿态，尽显
了生命的张力；

那是阳光下绚丽的色彩，闪烁
着耀眼的光亮；

那是惠风下摇曳的倩影，散发
出妖娆的芬芳。

桃花将无限春光演绎于枝头，
也将无穷的欢愉送给枝头下的寻芳
人。如梦幻般的美景让人忘却了尘
世的喧嚣，甘愿在此间沉沦……

万亩桃花，朵朵绽放。如此美
景，怎能辜负？

潘家初级中学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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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张碧玉

指导老师 徐小春

桃花节上，我们小记者在人群
中搜索采访对象，终于锁定了目
标———一位二十多岁面带桃花，还
带着一个胖宝宝的阿姨。我准备好
记录工具，蹦蹦跳跳地朝她跑去。
“阿姨，您好。打扰一下，我是潞城
小学的小记者。请问可以采访您
吗？”阿姨拉着蹦跳的小家伙，笑
道：“当然可以呀！”“谢谢!请问您
贵姓？”我激动万分地问道。“我姓

徐。”“徐阿姨，您觉得这届桃花节
值得大家游玩、欣赏吗？”“我个人
认为的话，是非常值得的。”“哦？徐
阿姨，您为何如此肯定？我想一定
是有原因的吧！”我疑惑道。徐阿姨
慢悠悠的，似在吊我胃口，弄得我
心痒痒。“当然可以！你看，这儿都
是争相斗艳的花朵，像你这样的小
孩子，和与我一般的年轻人都爱
美、爱玩，这里非常适合。”徐阿姨

顿了顿又道：“还有，老人怀旧，这
儿每隔一段距离便有表演京剧的
地儿，他们肯定喜欢。”听了徐阿姨
的解释，我不禁点头认同，“是呀，
这可真是两全其美啊！徐阿姨，听
您这么一点悟，我终于找到桃花节
为何如此受欢迎，如此热闹的原因
了。”

潞城小学六
&$)

班 叶文慧

指导老师 张琴玉

一到桃花节举行的地方———
谢村，我瞬间就被宛如待嫁新娘般
的桃花吸引住了。金色的阳光是她
的头纱，让粉嫩的桃花更加飘逸动
人。一阵风起花瓣纷纷掉落，那是
天使为祝福新娘撒下的花瓣雨吧！

我都快忘了我此行的主要目
的是采访。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采
访，我心里忐忑不安，别人会理我
吗？要是他不愿接受采访怎么办？
我茫然地站在园中焦急地四处张
望着。终于我鼓足勇气找了一个
看上去慈眉善目的老婆婆作为我
的第一个目标。我走上前去，恭敬
地问：“老婆婆，您是来参加桃花
节的吗？”老婆婆回答道：“是啊。”
见到老婆婆并不反感我的采访，

我大喜过望，接着问：“那老婆婆
您觉得这次举办桃花节有什么意
义？”老婆婆思索了良久，才回答
我说：“应该是为了提高雪堰水蜜
桃的名气，让人们感受桃花的美
吧。”听了老婆婆的回答，我继续
发问：“老婆婆，您觉得这桃花美
吗？”老婆婆一听到这个问题就陷
入了回忆：“很美啊！看着这满树
的桃花，我好像又回到了那无忧
无虑的童年，我和小伙伴爬着桃
花树，闻着桃花香……”说着，眼
里还闪现出异样的光芒。原来可
爱的桃花还承载着婆婆难忘的童
年啊！
潘家初级中学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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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翁俊杰

指导老师 徐小春

我走向一位老伯，在他那炯炯
有神的眼睛中，我似乎看到了丰收
的喜悦。在他那瘦削的脸上，我读出
了他饱满的精神。我礼貌地问道：
“老伯伯，我是小记者，能采访一下您
吗？”他和蔼地看了看我，一阵爽朗
的笑声后说：“好啊，你想问什么？”得
到了老伯伯的回答，我更加兴奋：“你

种桃树有几年了？”他弯了弯头，思
索着，说到：“二十几年。”我不由对他
心生敬意，竟然能一直坚持到现在，
真不容易啊！“什么呀，老头子，你都
三十多年了。”一位老婆婆插话道。
老伯伯笑笑，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头。
我追问道：“最繁忙的时候是收获桃
子吗？”老伯伯点了点头，用不太流

利的普通话与我热情交流着：“是呀！
小姑娘，虽然收桃子忙，但是这可是
我们花了好多心血的。等到桃花树
上长了桃子，我们自然很劳累，很繁
忙，我们啊，心里还是高高兴兴的！”

潘家初级中学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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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马新雨

指导老师 徐小春

在雪堰镇的桃花节上，我们采
访了雪堰小学的张校长，热情打过
招呼后，我问张校长：“您对这次了
桃花节的初步印象是什么？”张校
长微微一笑说：“很好，很隆重，也
很有意义。”“那你觉得举办这次桃
花节的意义是什么呢？”我追问道。
张校长略作思考后说：“它不仅让
普通百姓获得利益，也让我们更好
地弘扬桃花文化、地方文化。我们

雪堰依山傍水，人文、地理各方面
都有待开发。举办桃花节可以吸引
四周的商人来此投资、开发，把我
们雪堰镇建设得更加美丽、富
强。”张校长一番深刻的话语让我
们若有所悟。“那您觉得桃花象征
着什么呢？”“桃花象征着春天，象
征着朝气蓬勃的生命，就像现在
的你们，一样的青春，一样的充满
活力……”

听了张校长的话，我深有感
触：我们要像灿烂的桃花一样，乐
观开朗，积极向上，努力学习，结出
丰硕的果实，来报答生我养我的家
乡。

潘家初级中学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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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钮春艳 赵云洁

指导老师 徐小春

小记者采访“桃花节”

采访进行时

桃花始盛开

为在全区广大未成年人中大
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深化“我的中国梦”教育实践活
动，选树未成年人身边懂礼仪、讲
文明、有道德的优秀典型，引导广
大未成年人学习身边先进，传承美
德、弘扬美德、践行美德，不断提升
思想道德素质，常州市第四届美德
少年评选表彰和学习宣传活动已
经开始，目前已在各区评选出区级
的“美德少年”，如果你是小记者协
会的小记者，如果你身边有“美德
少年”，那么请拿起你的采访笔，去

采访报道身边的“美德少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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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