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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热议义务植树美化临安
新闻背景
3 月 12 日是植树节。明媚春
光中，临安各地掀起了植树造林的
新高潮。
“今天，你种树了吗？”成为许
多网友见面时的口头禅。网友在表
达义务植树的快乐与“烦恼”的同
时，也为如何更好开展义务植树活
动提出了建议，并表示只有树立起
敬畏自然、保护生态的意识，才能
让更多绿色在临安大地延伸。

网友“wonaishenren”在临安新闻网网络问政平台咨询：为什么
潜洲街房屋外墙统一装修为什么只到车站呢？车站往临安方向上
去那一段为什么不统一？
“於潜镇”回复：首先，感谢您对於潜城市建设发展的关心和支
持。根据於潜镇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规划要求，潜洲街车站至溪东
路段作为精品街打造，进行外立面整治，包括外立面、店招店牌、强
弱电上改下及入户线等整治。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项目作为一个
长期且不断加强的民心工程，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以打造精品
街为抓手，通过长期的坚持整治使城镇面貌有根本性的转变，促进
建设。
广大市民的理念转变，加快推进“美丽幸福新於潜”
网友“林林”在临安新闻网网络问政平台咨询：关于衣锦街
613 号内公共区域私设停车位问题，2017 年 3 月 29 答复：将联合
相关职能部门对私设的地锁进行集中整改。2017 年 11 月 29 日答
复：下一步，街道将会同职能部门共同研究，进一步探讨解决方案。
不知道下一步会到什么时候？
“锦城街道”回复：3 月 12 日，街道、社区会同公安、城管现场
拆除衣锦街 416 号内地锁、隔栏，并做好周边居民引导工作，后期
将进一步加强该区块巡查工作。

网友热议
@ 云中漫步：种树是件有意思
的事。小时候，父亲带着我们兄弟
姐妹在屋前屋后种下了不少树。30
年过去了，农村已经变成了城镇，
但还留下了
许多树已经不复存在，
四五棵水杉，都有五六层楼高了，
每次回乡，远远看到那排挺拔的水
杉，就有种到家的感觉。
@Lireny00：带小孩去种几棵
小树，让它们陪小孩一起成长。种
下后定期去看望，就像看望老朋友
一样。小树成长中会有许多故事，
既可以丰富小孩的童年生活，又可

临网空间

以成为小孩成长中不可多得的回
忆。
@ 柠檬 99：我想种树，但我生
活在市区，
我该去哪里种树？另外，
树苗又该从何而来？我是心有余而
力不足啊。
@ 临安天目春雨：在城市里种
树还真有难度，不如多种些盆栽，
盆栽既不占地，树苗也易得，花鸟

这个春天
@ 诗意

市场就能买到，也算是为绿化做点
贡献吧。
@ 快乐回归：通过让市民从事
林木管理、绿地养护、古树名木保
护等方式，开展认种、认建、认养、
认育“市民林”、
“ 碳汇林”等活动，
让市民履行植树义务。
@ 天地风云：树种在大地上，
敬畏自然、保护生态的意识要牢牢

阳光轻撒，落下点点斑迹，
如水母的触须般轻抚大地。春，
来的悄无声息，但是，我却知
道，她，来了。
淅淅沥沥，淅淅沥沥……
细细的春雨像一个文静的女
孩，悄悄地织着如烟般的薄纱。
春天的雨和着柔柔的风，从蒙
蒙的空中如飘逸的秀发般轻轻
洒落。风托着雨，雨载着风，透
着丝丝清爽，夹着淡淡的清凉。
竖耳聆听那沙沙的音符，那是
风和雨的舞衣在轻摆，似乎携
带着春的温柔……
雨逝了，春，迈着她那缓缓
的步伐，来到人间的每个角落，
风，聊起它瀑布般的长发，跑的
直喘气儿，告诉大家：
“ 春天来
了，春天来了。”杨柳急急抽出

枝条，鱼儿慌忙蹦出水面，花儿
站在枝头上，踮起脚尖，却看不
见春天。他们手忙脚乱地急着
找春天，殊不知，自己便是春
天。
田野里的油菜花，早按耐
不住寂寞，背着大地妈妈，悄悄
探出头来，先是星星点点的几
朵，然后是一丛一簇，接着便是
大片大片的金黄。她们迅速拔
“嗡嗡
高，迎着春风，摇曳生姿。
嗡嗡嗡嗡……”咦? 是什么声
音?扭头一看，呀! 是久违了的小
蜜蜂呢! 一个冬天不见，他们似
乎更加勤劳了。
不只是蜜蜂，就连蝴蝶也
蠢蠢欲动，白色的身影，翩然闪
过，似是误入凡间的精灵。立于
田野之上，春泥的气息扑鼻而

扎根人们心里。
@ 小小家园：林业部门要为普
通市民义务植树提供便利条件，让
植树成为一种观念一种“时尚”。
@ 彩虹：种下的是树，播撒的
是希望。绿色临安，要从自身做起，
关注身边的环境，
这样助推美丽幸
福新临安建设。

来透着淡淡的暖意和生机。身
边，蓝色的野花，一簇又一簇，
紧紧的挨在一起，很小很娇嫩
的花却无不透着顽强，无不透
着生机，春天是真的来了。
沉闷了 一 个冬 天的 溪 水，
也哼起了欢快的调子，一跳一
跳地前进，伴着鸟儿的清唱，微
风的轻拂，春意融融。家里的樱
桃树也抽出了嫩枝，开出一朵
朵白色的花儿，每每看到那繁
盛的樱桃花，想到将来满树的
樱桃，我总是口水泛滥，馋得都
要等不及了。淡粉色的桃花，也
已傲立在枝头，透着些许少女
的羞涩，绽放出一朵又一朵的
春天。
这个春天，肆意张扬，这个
春天唯美动人。

网友“K597”在临安新闻网网络问政平台咨询：能否在青山湖
街道相府路（02 省道-科技大道）隔离带花坛开一个口子方便车辆
调头，因为相府路靠西侧商铺林立，停车位吃紧，经常占用主道，而
东侧没有商铺，停车位闲置，目前只能去 02 省道路口红绿灯调头，
导致左转车辆经常排长队，结合现在相府路整修之际，能否一并完
成？
“公安局”回复：相府路原名东环路，目前道路重修接近尾声，
设计上该道路不设停车泊位。相府路科技大道至 102 省道段长
460 米左右，考虑到通行秩序、车流量和通行安全，该路段中间不
适合新开口子供车辆通行。
网友“轨道交通”在临安新闻网网络问政平台咨询：去年政府
对城中街，石镜街的立面，道路进行了综合改造，大大改善了城区
面貌，非机动车道和机动车道都进行隔离。但我发现，非机动车道
形同虚设，由于沿街商铺的不自觉，把非机动车道当作自家的私人
区域，还有一部分车主把车停在了非机动车道上，还有一些驾驶员
把车直接就横在了非机动车的进口处，导致非机动车都往机动车
道上骑了。这就证明我们交通执法部门和城管部门平时监管力度
不够，需要加强严管，还广大司机和骑车人一个安全的行车环境。
“公安局”回复：对于网友反映的问题交警部门已对沿街商铺、
居民进行多次宣传教育，要求其规范、有序停放车辆，接下来交警
部门将进一步加强联勤联动，联合城市管理局等部门对非机动车
道、人行道的违停行为进行严查整治。

种树
欣欣向荣

踏青
@ 月光点点
千百年来，踏青渐成了一种仪
式，仿佛只有行了这种仪式，才真
正拥有了春天。
“逢春不游乐，但恐
是痴人。”白居易的《春游》诗正是
这种心境的写照。
“三春艳丽气象新，八面和风
踏青行。”春天来了，又到了一年踏
青的时节.今天是一个春光明媚的
日子，我跟几个朋友一起去公园
玩。放飞自己的心灵，寻找大自然
的真谛。
我们如孩子般在花海中徊徉。
春天的公园万木吐绿、春意盎然、
迎春花开。阳光幻化成精灵，为大
地铺上一张金灿灿的鹅绒。我们披
，暖暖的，惬意
着一身子的“阳光”
而浪漫。
深吸一口气，一鼻子的香气，
淡淡的，朴实而纯美。远离红尘俗
世，投进自然的怀抱，享受超越心
灵的禅游，以求心境清净自在。岁
月如歌，生命如诗，春暖公园，触动
心灵。树上的灰喜鹊，也不禁唱起
了动听的歌“叽叽喳喳”。桃花似
霞援一阵风吹过，桃花瓣像一对对
翩翩起舞的红蝶，纷纷扬扬地飘落

下来援脚踏青青草地，沐浴和煦阳
光，阵阵花香袭人，怎能不让人感
到心旷神怡，我们在树林间呼吸新
鲜空气，可清肺健脾，增强心肺功
能。
我们又一起疾步快走，也促进
血液循环，预防动脉硬化；我们举
目远眺，一条小河倒映花树的影
子，既美了眼，又开阔视野，推迟视
力退化；
我们一会儿跑，一会儿跳，
一会儿相拥着照相，通过消耗身体
热量，也促进胃肠蠕动，改善消化
功能，增进食欲等等。

踏青是一种忙里偷闲的放松，
它最能唤起童心的回归。当春回大
地、万物复苏，
“偷得浮生半日闲”，
卸却一切俗务，跟三五好友，去郊
野寻觅春天芳踪。
融入自然，看蓝天白云，闻菜
花香，听燕子呢喃，沐浴春光里，徜
徉在乡间的小路上，随手摘片柳
叶，
放在唇上，学着吹吹曲子；高兴
了，我们几个人在草地上辅上布，
脱下鞋子，站在布上跳跳蹦蹦有的
走到湖边，吼几声；有人累了，在布
上打个滚，就地躺下。

如此放浪形骸，神游八极，让
身体吐故纳新，不但赏心悦目，还
能使人胸怀开阔。从生理上看，踏
青最有利于人体的健康。春天阳气
上升，树林中、田野里、河边、湖畔，
空气清新，饱含负氧离子，经常呼
吸，可以使人心肺受益，精神大振，
有消除疲劳、防止春困、调节神经
等作用。
踏青去，人们一年四季都能出
游，但不是每一个季节都能踏青。
踏青路上，你定会觉得古人“芳草
拾翠暮忘归”的踏青诗写得真好!

周末，带孩子回乡下的母
亲家，正赶上集市里卖很多果
树 苗 ，有桃 、梨 、 樱 桃 、香
柚、葡萄等，品种繁多。早就
听母亲说，院子里空落落的，
要是能种点东西就好了。种啥
呢，当时我建议种桂花，满院
的桂花多香啊，但现在看到这
些果树，我突然改变了主意，
就种果树吧! 秋天的院子，要
是各种果子都挂满了树，那该
是一 番 多 么美 好 的 丰收 景 象
啊，即便看着，也能让人赏心
悦目。
毫不犹豫地，我将我中意
的果树都买了两株，总共 12
棵，价格也不贵。抱着树苗回
家，
母亲高兴得合不扰嘴，说这
么多果树，即使有些树不成活，
也足够孩子们吃的了。母亲说，
放着，等我有空来栽吧。我回答
她，还是我来吧，我要带着孩子
去种树。
女儿听说我要去种树，兴
奋得不得了，跟在我后面，吱吱
喳喳个不停。我扛着锄头、提着
水桶，在母亲的指点下开始了
种树。为了让女儿了解种树的
过程，我和她分了工，我负责挖
坑、培土，她负责扶苗、浇水。女
儿边做事边问我：
“妈妈，什么
时候会结果子啊?”我说两三年

吧，到时你就可以自己爬上树
“我最
去摘了。女儿舔舔嘴唇：
喜欢吃樱桃了，妈妈，樱桃红红
的，颜色真好看。”那美味的果
子，仿佛就在眼前似的，女儿干
得更卖力了。
一个多小时，我们终于将
全部果树都栽好了，虽然女儿
满身是泥，也累得满头大汗，但
她笑得很开心。回到城里的家
后，她爱上了和外婆通电话，不
仅 在电 话里 询 问 小 树 长 势 如
何，浇水没有，而且学着我们的
样子，对老人嘘寒问暖，逗得母
亲很是开心。
昨天，女儿在作文里写道：
春天正是种树天，星期天，妈妈
带着我去乡下种了果树，有桃、
梨、香柚，还有我最喜欢吃的樱
桃，看到那些小树，我希望它们
快快长大，结出香香的果实。妈
妈坚持要带我种树，我后来知
道了她的良苦用心，她是想让
我知道，只有播种才能收获，也
让我明白，劳动是光荣的，也是
快乐的。我也是爸爸妈妈心上
的小树，我会努力茁壮成长，成
为他们的骄傲。”
女儿的作文，看得我眼里
泛花。我的眼前，也仿佛看见，
我期盼的小树，长成了参天大
树，枝叶繁花，
秋果飘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