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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为了培养我们勇敢、坚毅、
自信、团结的品格，就“踏歌和毅行”
这两个主题组织我们卢实小记者开
展了一次“踏歌春天里，毅行西太
湖”活动。
星期六中午我一吃完饭，就催着

妈妈早早把我送到学校。来到学校，
穿上特制的小记者马甲，戴上帽子，
嘿，还真像一个小记者样了。十二点
我们队伍准时出发，步行去西太湖。

一路上，小草向我们点头，花儿随风
跳舞，大树向我们招手，小鸟弟弟“叽
叽喳喳”地向我们问好……一路上，
我们说说唱唱，大踏步向西太湖前
行。虽然也有同学体力不支，走不动
了，但在大家的鼓励和帮助下，他们
也坚持走完了全程。

接下来，老师开始表彰 2014
年获奖的小记者，虽然我没有得奖，
但是我相信我的作文已经有了很大

的进步。回去的路上，我们显然比来
的时候更累、更吃力了。但我们一路
上唱着歌，大家都非常开心，一个半
小时过去了，我们终于顺利到达了
学校。我们还在学校拍了一张合影
留念。经过这次活动，我明白了：只
有勇敢、坚毅、自信、团结，才能取得
成功。
卢家巷实验学校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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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刘子翔

指导老师 丁秀英

当听到要开展“踏歌春天里，毅
行西太湖”的消息时，卢实小记者们
有的垂头丧气，抱怨着，而有的却摩
拳擦掌，跃跃欲试。
到了周六中午，我们兴致勃勃，

整装待发。老师一声令下，我们排着
两路纵队，兴奋地朝着西太湖前行。
一开始，我们觉得很轻松，没什么大
碍，可是当行走到约一半的路程时，
我两脚的大拇指开始隐隐作痛，片
刻便满头大汗。但是看到其他小记
者仍然在坚持着，我忍痛跟上了大

部队。经过一个半小时的坚持，我们
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我们在风景如
画的西太湖边饱览风光，尽情活动。
夕阳西下，我们整队返回。此时

我们的脚如同灌了铅一般，每迈一
步都十分吃力。当行进到一半时，我
们都累得快趴下了，这时老师提议
让我们用歌声来忘记疲乏。“让我们
荡起双桨……”一阵阵动听的歌声
瞬间流入了我的心间，我也情不自
禁加入了歌唱的行列，好像真的忘
记了酸痛，迈着艰难的步伐朝着学

校走去。终于见到了校园，我们也顾
不上劳累，以百米冲刺的速度，飞奔
而去。“我们胜利啦！”一阵阵欢呼
声在校园上空回荡，一种无法形容
的成就感油然而生！
我累，但我快乐着。因为这次的

西太湖毅行活动不仅强健了我的体
魄，磨炼了我的毅力，更让我明白
了：只有付出才会有收获，只有坚持
才会有成功。
卢家巷实验学校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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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王子豪

指导老师 蒋小英

“我们今天会去什么地方啊？”
“啊……西太湖！”这样的谈论在我
们卢实小记者中不绝于耳，虽然有
的对步行去有一丝胆怯，对于这次
活动也褒贬不一，但不难听出其中
包含的那丝喜悦，看得出，大家对西
太湖之行还是满怀憧憬的。
向西太湖出发时，我们排成了

两排，整齐地走着。可刚走了一会
儿，我就气喘吁吁了，拉着书包自动
退出了长龙般的队伍，落在后面慢

悠悠地挪动。走到半路时，像我这样
的人不计其数，都退到了队伍后面。
疼痛、酸楚使我想要放弃，但我心里
默念：Ican，我能行！这句话仿佛
拥有魔力，使我不再感到钻心的疼
痛，脚步也轻快了许多。
临近西太湖时，我闻到了来自

湖边特有的芳香和清新的空气，可
听到还要继续走下去时，就非常沮
丧。这时，身旁杨老师温暖的笑脸和
一路帮我提背包的大哥哥欢笑的样

子感染了我，我又在心里默念：I
can，我能行！想到这里，便快步走
上前。到了地点，我们坐下休息时，
才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我们坐下
来不久，就去参加了2014年获奖
小记者颁奖大会。又举行了成语接
龙。马上就要返校了，我又暗暗念了
一句：Ican，我能行！
卢家巷实验学校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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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鲁梦婕

指导老师 赵芳园

今天是个考验我毅力的日
子———学校组织全体小记者步行到
西太湖揽月湾。
西太湖又名滆湖，是苏南仅次

于太湖的第二大湖泊，是我家乡一
道最亮丽的风景，第八届中国花博
会就在这里举行。而揽月湾就位于
西太湖的核心区域。听爸爸说，它以
月亮文化为主题，综合航天科技、天
文气象等现代要素构建而成，是常
武地区乃至长三角地区的浪漫情感
承载地。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艰苦跋涉，
我们来到了游人云集的揽月湾。踏
上木桥放眼望去，西太湖依然保留
着清代诗人赵毅泛舟湖上的一份静
谧与悠闲，她安然慈祥地望着怀中

的每一个欣赏者。人们在这里或吹风
漫步，或放飞纸鸢，或遥看白鹭翻飞，
多么惬意啊！我们的到来，给揽月湾
又增添了许多生机和欢笑，游人纷纷
驻足，好奇地望着我们这群“小天
使”，似乎感到自己也年轻了许多呢！
在这里，我们举行了一系列有意义的
活动：优秀小记者们表彰，知识问答，
环保体验……
揽月湾的每个角落都跳跃着我

们的身影。
毅行春天，我发掘了自己的潜

能，更发现了家乡的美丽！我骄傲，我
是小记者，我要为自己、为家乡代言！
卢家巷实验学校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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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王灵菲

指导老师 杨洁

穿上马甲，戴上帽子，大家蓄
势待发，扑面袭来的热浪丝毫不
能阻挡我们前进的步伐。每位小
记者的额头上、鼻尖上、脖子上都
闪着亮光。一路上，大家谈笑风
生，穿过马路，钻过桥洞，走过乡
间的羊肠小道，泥泞、坎坷全被我
们征服。在壮观的斜拉桥上，白鹭
在头顶翻飞，湖水在脚下荡漾，西
太湖边，惊现出一支意气风发的
卢实小记者队伍。
“终于到西太湖了！”我们不

禁大声欢呼。虽然很累，但兴致未
减，东瞧西看，对周围的一切都充
满了好奇。
“休息！”校长一声令下，我们

也顾不得什么腿酸脚疼了，甩下
大部队就扑向湖边绿茵茵的草
地。我和伙伴们选了块有树荫的
风水宝地，就在这里安营扎寨了。
躺在薄薄的塑料纸地垫上，能清
晰地感受到身下的阴凉，我不时

翻坐起来，看着近在咫尺碧波荡
漾的西太湖，说不清是蓝还是绿，
淡淡的泡沫下孕育着无数生命！

休息了片刻，我继续跟随大
部队行进。在一片黄灿灿的干草
地上，我们举行了颁奖典礼。望着
获奖小记者脸上洋溢的灿烂笑
容，我心里好生羡慕，也暗暗决心
用实际行动争取这一殊荣。接下
来我们还举行了一些小游戏：放
歌赞春、成语接龙、知识竞赛什么
的，向来胆怯的我只是安分守己
地蹲在一旁当观众，眨着眼分享
着他们的快乐……

天边隐隐显出了一抹晚霞，
是那么绚丽多彩。美好的时光总
是那么短暂，随着“回家喽！”的一
声呼喊，大家又按原路开始返回。
卢实小记者们在欢声笑语中结束
了本次的踏歌、毅行活动。
卢家巷实验学校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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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蒋玥妍

指导老师 岳寒梅

连绵了几天的阴雨，今天终于
离我们远去。学校组织的“踏歌春天
里，毅行西太湖”小记者实践活动开
始啦！

后悔&&

“哎呀，我走不动了，脚好痛
啊！”“老师，还有多远哪？”“什么？
还要走一个小时！早知道我就找个
借口不参加了，谁来背背我？”……

半小时后，队伍里响起了此起彼伏
的抱怨声，行进速度也明显慢了下
来。我的脚也开始隐隐作痛，肩上
的背包里只有一瓶水，我都恨不得
连包一起扔掉。平时我们哪里经历
过这样“魔鬼式”的步行训练啊，上
下学有父母接送，出个门也是坐车，
早已把两条腿养“金贵”了。有必要
这么自己折磨自己吗？我开始犹豫，

开始后悔了……
坚持&&

“原地休息十五分钟！”张校长
话音未落，马路边早已倒下了一大
片！同学们有的还在叫苦连天，有的
及时补充能量，有的半卧身子抓紧
时间休息。就在这时，伴随我们一路
走来的张校长说话了：“同学们，很
佩服你们一个不落地走到了现在。
今天，我们都是来自找苦吃的！毅行
之后，才会更觉得春天的美丽……”
队伍渐渐安静了下来，同学们边休
息，边品味着张校长的这番话。十五
分钟后，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出发！”
大家齐刷刷地站了起来，迈开脚步，
继续行进。这脚步，虽已不矫健，却
如此地坚定！半小时后，西太湖边传
来了同学们的阵阵欢笑声……
三个小时，二十公里，我收获满

满。毅行，让我磨练了意志，锻炼了
身体，培养了集体意识，这些都是课
堂上学不到的东西啊！

卢家巷实验学校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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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周鑫

指导老师 杨洁

小记者远足活动

踏歌春天里 毅行西太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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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们不仅饱览了西太湖沿岸的风光' 更在途中锻炼了毅力与勇气+ 下面我们就跟随小记者脚

步'到西太湖边上走一走吧+

成功的秘诀

累，但快乐着

我能行

毅行春天里

毅行发现家乡美

一路春光，一路欢乐

一路上阳光明媚，笑声不断，
漫长的征途阻挡不住我们脸上幸
福的笑容。来到目的地揽月湾，我
与同伴摊开地垫，坐下聊天。正当
我们有说有笑的时候，眼前闪过
一抹绿色。那是什么？那是一株株
高大的垂柳呀！它们像一个个巨
人挺立在我的眼前，柔软下垂的
枝条上一簇簇嫩芽舒展开黄绿色
的眉眼。它们如同一个个顽皮的
孩子，争先恐后地往外窜，打量着
生机勃发的新世界。

都说“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
插柳柳成荫”，这柳树生命力强，
是最好种植的了。我不禁想：趁这
阳春三月，春暖花开，何不为绿化
环境做点儿贡献，自己也来种几

株柳树呢？于是，我便小心翼翼地
从一株垂柳上折了几段枝条，扒
开泥土，轻轻地插进土里，再仔细
地盖好泥土，浇了点水。我看着自
己栽种的柳树，心中洋溢着喜悦
之情，默默地说：“柳树呀柳树，让
我和你一起成长吧！希望我们每
个人都能茁壮成长，成为栋梁之
才。”长长的柳枝轻轻拂过我的脸
颊，似乎作出了回应。

返校途中，我的双腿就像灌
了铅似的，迈不开步子。但是，看
到那路边的翠柳，我又有了勇气
和力量，最终完成了这次春天里
的毅行壮举。
卢家巷实验学校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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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周煜喜

指导老师 王令玲

路上的翠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