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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记者活动 □

阳春三月，我们小记者在老师的带领下走进了吴江
有名的环保公司——光大国际。

走进大厅，映入我眼帘的就是习主席说过的名言：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啊，只要保护好环境，还有
什么珍稀动物留不下来？还有什么天然矿物找不到？在
大厅看了两段视频后，我们跟着赵叔叔上了二楼。

开始参观了，只见一个个庞然大物出现在我们面前，
有启动燃烧器，还有布袋除尘器、飞灰螯合系统……看了
这么多智能工程设施，我们惊叹不已。

大家边走边参观，叔叔还不时地给我们作介绍。当
走进一间屋子后，大家都惊呆了，屋子有一面是玻璃
窗，而透过玻璃窗望去则是成山的垃圾。我把头低了下
去，心里有说不出的惭愧。人类是自然界的高等动物，
但也是破坏环境的罪魁祸首。一位大姐姐似乎看穿了我
的心思，把我拉到一旁，进行了采访：“看到了这么多的
垃圾，你有什么感想？”我说：“我一定要好好保护大自
然，不让垃圾继续破坏它。”她又问：“那你觉得垃圾分
类有什么好处？”“垃圾分类可以变废为宝，可以减少对
环境的破坏。”听我说得头头是道，大姐姐又抛出一个问
题：“那你有没有想说的？”我沉思了一会说：“我要从现
在开始保护好环境，也要提醒他人保护环境。”她频频点
头，还给我竖起了大拇指。

这时，旁边的一位大姐姐也来考我：“你知道我们公
司为什么要焚烧垃圾吗？”我摇了摇头，她作了详细的回
答。我恍然大悟，原来焚烧垃圾可以把垃圾当成一种动
力、一种能源，就像车子加了汽油就可以发动了。

活动结束了，坐上大巴，我感慨万千，我们要做地
球的守护者，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这样地球妈妈才
会青春永驻。

(指导老师：七都小学 叶建珍)

做地球的守护者
小记者 朱函葶

盼着，盼着。终于，我们满心欢喜地迎来了本学期
第一次小记者活动，伴着窗外的鸟语花香，伴着我们的
欢声笑语，我们来到了坐落于太湖之畔的迷笛营。

咦？不是说有樱花吗？都去哪了？听了介绍才知
道，这儿种的是晚樱，现在还没开花呢！看着那些“张
牙舞爪”的枯树干，我心中不禁有些遗憾。不过，要烧
野火饭时，我的兴致又到了顶点。

我分到的任务是洗糯米、肉，再加上翻炒饭。我接
了一盆水，把肉倒进去，用手使劲给它们一个个“洗
澡”，我再把糯米倒进瓢里，接了点水，开始泡。点火
后，我把其他同学淘好的米一股脑儿倒进锅里，在一旁
的叔叔心急火燎地喊：“快放水！不然会烧焦的！”我叫
同学去接水，可叔叔说现在就要，有人急中生智，把我
泡糯米的水倒了进去，于是，米饭“抢救”成功。接
着，小伙伴们把准备好的食材都加到锅里，我拿着锅
铲，用力地翻炒起来，把肉、青豆均匀地分散到各个地
方。终于翻炒好啦，我一屁股坐在地上，直喘气，结果
被烟呛得咳了起来。

等了好长时间，饭终于煮熟了，我们争先恐后地去
盛饭，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哇！真香！”小伙伴们都
觉得很好吃，大概因为这是自己的劳动成果吧。我也觉
得特别香，一连吃了三碗。

吃饱了，收拾好，正要去放风筝，突然发现小伙伴
们都变了样，有熏黑衣服的，有头发变成了“鸟
窝”的……同学们都哈哈大笑起来！风筝放飞了，我们
的快乐也随之一起放飞到了空中！

时光总是那么短暂，小记者活动结束了，带着风
筝、带着快乐，我们满载而归。

（指导老师：鲈乡实验小学越秀校区 陆静芳）

放飞快乐的迷笛营
小记者 蔡沈妤

春风不燥，阳光正好。今天我们小记者来到七都迷
笛营采风。

刚进大门，哇塞，这里到处都是大片的草坪。旁边
有座像马戏团帐篷的屋子，我不禁激动地问小伙伴：“你
说那个屋子是干什么用的？”小伙伴不知，于是我们去问
了向导，向导告诉我们那是举行婚礼用的房子。我们又
向前走，看到了用竹子围起来的房子，房子有四层，一
楼是休息厅，二楼是瑜伽馆，三楼是美工区，最令我期
待的是四楼的天台，那里有两台天文望远镜。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做饭区，开始做我们爱吃的野
火饭，我们分好小组开始烧野火饭喽！正当我们愁着没
人搭灶的时候，“芒果先生”——徐睿懿从人群中走出来
说：“我会，我会。”于是我们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他
负责搭灶，女生负责洗锅、碗、勺，剩下的男生负责捡
干草，我就当起大厨，准备露一手。

各就各位，徐睿懿的灶也搭好了，万事俱备，只欠
火种。大家都不敢点火，不一会儿，徐睿懿用木柴挑着
烧着的干草放在灶里。见火种来了，我们赶忙向火种周
围铺干草，放干柴，不一会儿，火大了起来。事不宜
迟，我们急忙放锅，烧水，把所有材料放下了锅。我们
在附近开始找干柴，找到的柴被大家一股脑儿地往灶里
塞，我见状，大喊：“别再塞了，再塞火要灭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打开锅，顿时香气扑鼻，我们争
先恐后地拿着碗去盛饭，吃着自己烧的饭，别提有多香
了，我一连吃了三碗。

吃饱喝足后，可以运动了，我们拿了几个风筝，在
草坪上，在山坡上，在河边……都有我们放风筝的身影。

时间像飞箭，一转眼就到了回去的时候，今天的采
风活动令人难忘，回味无穷。

（指导老师：青云小学 赵加春）

难忘的野火饭
小记者 庄易涵

我的家乡在陆家港。陆家港这个地
方，在唐代时已成村落，东首的养鹅
浜，因晚唐诗人陆龟蒙曾在此隐居养鹅
得名。自明代起，陆家港形成街肆。至
清代，商业逐渐兴起，民国后进一步发
展，形成肉铺、鱼摊、茶馆、糖果茶
食、酒酱等行业。

陆家港河道北至太湖，南至八都蒋
家漾，水质清澈，水路畅通。人们都称在
此居住的陆龟蒙为甫里先生，逢年过节，
大家都喜欢找他题字、写对联，久而久
之，村里人对他的才华和人品很是敬重，
所以把桥取名为“甫里桥”，把小河取名
叫“养鹅浜”，把小村叫“陆家港”。

现在，养鹅浜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公
园，并被命名为九曲桥公园。这里绿树
环绕，白云倒映在河面上，非常漂亮。
这里种了几种花，有美人蕉，还有紫薇

花。紫薇花的花朵很小，但是她们总喜欢
一团团簇拥着，给人美的享受。在紫薇花
旁边，立着一排挺拔的竹子，风吹过来，
簌簌作响。

如今，仍有人在养鹅浜养家禽，只不
过以鸭子为主。你看，一群群鸭子在水里
游动，水波荡漾，真有趣！

有时候，还会从远方飞来白鹭。白鹭
身子细小，但脖子很长，它们经常飞到河
滩上觅食，主要是抓鱼。如果找到鱼，就
迅速地用嘴巴咬住，一仰脖子，直接把鱼
吞进肚子里。

太湖七都单车驿站，就坐落在这个小
公园。每到周末，有很多单车爱好者来这
里聚会，休息好后，骑着单车继续环太湖
游。

我家乡的风景真美丽！
（指导老师：吴江实小爱德校区 邱丽琴）

家乡的风景
小记者 沈穆清

庙港地处太湖之滨，小镇傍湖而
居，这里的人们深爱着他们的家乡。我
最初喜欢上庙港是因为这里一年四季的
景色实在是太美啦！

春天，河水解冻，万物复苏。一棵
棵垂柳沿湖而立。抽出新芽的柳枝迎风
摆动，似西施浣纱，又如嫦娥舞袖。嫩
绿的柳枝轻拂湖面，泛起一圈圈的波
痕。这时，柳枝是绿的，湖水也是绿
的，真不知是柳枝染绿了湖水，还是湖
水浸透了柳枝。

夏天，蛙声蝉鸣，树木苍翠。在校
园里的秋千上还没荡够，在草坪上还没
滚够，在南公堤边还没跑够时，雨雾天
就渐渐地多了起来。我最喜欢在这时赶
着去看太湖，躲在湖边的亭子里，望着
远处隐约的山、近处古典的桥。这时，

空气是朦胧的，湖水也是朦胧的，朦胧中
的江南婀娜多姿。

秋天，风和日丽，菊黄蟹肥。原本清静的
小镇，在这个季节变得繁荣、忙碌起来。从上
海、浙江等地前来吃蟹购鱼的人络绎不绝。
就连天空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大片的湛蓝撒
向太湖，水天相接，融为一体。要不是一艘艘
白色的快艇在湖面上划出一道道好看的弧
线，还真分不出哪个是天，哪个是湖呢。

冬天，寒风刺骨，天寒地冻。人们都躲
在家里不愿出门，冷得连天都躲得高高的，
没了颜色。苍白的湖水，看着没有一点生
机，渔民大叔却告诉我说：“湖底下鱼苗们
正在生长，孕育着渔民们来年的希望。”

现在，我渐渐爱上了太湖，爱上了庙
港，还有这里勤劳、淳朴、善良的人们。

（指导老师：长安花苑小学 李悦婷）

爱上庙港
小记者 国嘉

聪聪同学：
你好！
虽然我们远隔千里，素未谋面，但

喜欢交朋友的我很想邀请你到我的家乡
来做客。

我的家乡在苏州的南端，名叫盛
泽。虽然盛泽是一个小镇，但是因“日
出万绸，衣被天下”而有了“绸都”的
美称。

在盛泽，不仅丝绸著名，潜龙渠公
园也是家喻户晓的。公园里面不但风景
秀丽，更有很多游乐设施，是一个能让
孩子们乐不思归的天堂。

走进景区大门，第一个映入眼帘的
就是潜龙渠特有的标志性建筑，它像一
艘即将远航的帆船，壮观无比。围绕在
边上的是四块题字景石，它们分别是

“桑、蚕、丝、织”，而这景石正寓意着
我们盛泽的特产。

穿过建筑物，出现在眼前的是悬索
桥，远远望去，悬索桥倒映在湖面上，仿
佛海市蜃楼，美不胜收。在桥的尽头，沙
滩沐浴着阳光，伴随着波光粼粼的湖面，

闪耀得让人睁不开眼。沙滩边上有着很
多的游乐设施：独木桥、攀爬网、水上
乐园……每次我经过的时候，都恨不得
把这里所有的游乐设施都玩一遍。

这个公园里最吸引我的要数音乐喷
泉了，喷泉所喷的高度最高能达80米，
到了夜晚，喷泉随着音乐节奏而变化形
态，再加上五光十色的彩灯，有的腾空
而起，像一条冲天的飞龙；有的旋转跳
跃，像翩翩起舞的蝴蝶；还有的左右摇
曳，像展屏的孔雀……这美景能让人心
情舒畅，忘记一天中所有的烦恼。

等入了秋，潜龙渠公园披上了金色
的衣裳，又是另外一番美景了。

听完了我的介绍，你是不是已经心
动想出发了呀？对了，盛泽还有很多美
食，鲜肉烧卖就是一绝，想知道它的味
道，就赶紧来吧！欢迎你来到我的家
乡，然后把我们家乡的美好也带到你们
那里。

祝笑口常开！
你的笔友：汪陈洁

（指导老师：盛泽小学目澜校区 吴新雅）

致笔友的一封信

自从学了《元鹤风》这本书后，我
对我们北厍的历史文化惊叹不已！原来
我们北厍曾经出过这么多的名人和文化
遗产。学校为了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北
厍文化，特别邀请了陈老师到我校开展
了一次以“漫谈北厍历史文化”为主题
的讲座。

讲座内容十分精彩。陈老师主要介
绍了江南才女叶小鸾。她出生于我们北
厍的叶家埭，现午梦堂遗址。父亲是文学
家叶绍袁，母亲沈宜修。叶小鸾是中国十
大才女之一，精通琴棋书画。

北厍不仅有江南才女，还有令人敬
仰的革命烈士。应春奶奶出生于我们北
厍的葫芦兜村，葫芦兜张氏是耕读世
家，应春奶奶从小饱读诗书，为她将来

从事革命活动奠定了文学基础。每年的清
明节，我们学校的师生都会步行6公里去
追悼张应春烈士。

柳亚子出生于我们北厍大胜村，后来
跟着父母搬去了黎里，柳亚子曾担任孙中
山总统府秘书，他重视文学思想，是个以诗
歌为武器的爱国诗人。他提倡民主，倡导妇
女解放。柳亚子的旧居1988年被列为当时
的吴江县文物保护单位。

听了这么多精彩的内容，我更深刻了
解了我们北厍的历史文化。我为我们的家
乡有着这么多令人尊敬的历史伟大人物而
自豪，我们一定要学习他们的好学精神和
爱国精神，多读书，做一个积极、努力、
向上的少年。

（指导老师：北厍小学 周迎飞）

为家乡自豪
小记者 翁筱言

春姑娘随着毛毛细雨降临到人间，
平望湿地公园也换上了红花绿叶织成的
毛衣。欢迎大家到平望湿地公园走一走，
玩一玩，这里到处都是春姑娘的足迹。

柔和的春风吹拂着树儿，绵绵的细
雨滋润着花儿，这是在告诉万物，春天到
来了，新的一年来临了。于是公园里的树
啊、草啊，睁开了惺忪的睡眼，穿上了五彩
缤纷的新衣，享受着和煦的春光。乡间小
路上到处弥漫着春姑娘那迷人的香气。

湿地公园最美的地方是那片湖。沿
着湖生长着一片片梅林，树枝用手紧紧
地捧着一个个鼓鼓的粉色花苞，似乎是
怕花苞掉落下来。梅树的形态千奇百
怪，有些像表演杂技的马戏演员，顶着
各式各样的盘子；有些像英姿飒爽的女
兵，正在有节奏地操练；有些像舞蹈演
员，摆弄着兰花指，扭动着身躯；更多
的像婀娜多姿的少女，静静地欣赏初春

的美景。在我看来，每棵梅树都是位仙
女，在阳光下翩翩起舞，飘扬的衣裳染
红了大片云彩。

梅花的热情唤醒了碧绿的湖水，呼
唤着活泼的鱼儿，它们便为梅树的舞蹈
带来了伴奏。这时湿地公园显得格外热
闹，鸟儿们飞翔在空中，唱到：“春姑
娘，春姑娘，你织给了大树绿色的帽
子；你编给了花儿美丽的裙子。是你，
是你让一切都变得那么美好……”

陷入这无限美好的春光中，不仅是人
陶醉了，就连公园小路旁的每一块石子，
小桥上的每一块木板都完全陶醉了。要是
你再入迷点，也许会听到大自然的壮歌和
春天的心声，歌唱着世界的美好。

平望湿地公园里春天的美随处可
见，说也说不尽，道也道不完，我邀请
您亲自来欣赏一番。

（指导老师：平望实验小学 冯悦青）

欢迎来平望湿地公园
小记者 马书瑜

我的家乡

又到了一月一度的大扫除啦！
大家都兴致勃勃地干了起来。

同学们有的拿出抹布，开始
擦窗；有的看准位置，排齐桌
椅；还有的拿出扫把，认真扫
地。大家团结协作，一切都井然
有序。

嘿嘿，其他同学都拿出真本事
了，我当然也不会怠慢！我撸起袖
子，深吸一口气，取出抹布，拿出
十二分精神洗了起来。呼，一切就
绪，该我大显身手啦！我聚精会神
地擦着，一个角落也不放过。“我
跳，我跳！”哎，老虎不发威，还
当我是病猫啊？我使出九牛二虎之
力一跳，还是够不到。额，突然感
觉我仿佛是被耍的猴子。不管我怎
么跳，我都碰不到窗户的顶部。
哼，简单粗暴的方法我不行，我难
道还想不到法子啦？拿个凳子就行
了！

我搬起凳子,嘿嘿，现在我还
怕擦不到？我刚站到凳子上，得意
洋洋地一脚站上了窗台。啊，我什
么时候有恐……恐高症的？我扶着
窗户，双腿发抖。啊，如果我掉下
去怎么办？我还有好多美食还没吃
过呢！天有不测风云，速战速决

吧！豁出去了！我不管三七二十一，
迅速地擦完了。“我跳！”呼，终于下
来了！唉，这辈子，不，下辈子也不
会再爬高擦窗了，都把我吓出恐高症
了。

唉，那些擦高楼大厦的人到底是
怎么做到的？是有超能力吗？我跟他
们一比真是弱爆了。

（指导老师：鲈乡实小仲英校区
钱婷）

恐恐高的小短腿高的小短腿
小记者小记者 费宇涵费宇涵

没有哪位男士喜欢在三八妇女节过生日，我
也不例外，但在今年，我的农历生日偏偏就是这
天……

最近班里好多同学过生日，我想我的生日也该
到了，回到家便迫不及待地“飞”到日历旁，查了
起来。今年的农历二月初二，啊？不会吧！是妇女
节这天，我立马不开心起来，大写的不愉快全写在
脸上。妈妈看到后问我怎么啦？我把来龙去脉说了
一遍，我怕到学校，班上同学会笑话我……妈妈听
完后，表情严肃地对我说：“妇女节怎么啦,有什么
可丢脸的呢？来，我带你看些东西。”

妈妈带我来到电脑前，查了一些与妇女节有关
的资料，我看了大吃一惊，瞬间没了丢脸的念头，
感觉自己之前的想法真的很幼稚。以前女性是不被
社会尊重的，她们不仅要做超负荷工作，而且薪水
也很低。在古时候，还有很多陋习，比如：溺杀女
婴、女子缠足、活人殉葬……女性受尽了不公平对
待。经过漫长的斗争与不懈的努力，女性终于争取
到了平等与合法的权利，人们把三月八日定为国际
妇女节。

国际妇女节是妇女们创造历史的见证，来自五
湖四海的女性们，尽管被不同的国界、种族、语
言、文化所区分，但在这一天都能一起庆祝属于自
己的节日。你看，世界上不是也出现了很多伟大的
女性吗？如：居里夫人、屠呦呦……

如果同学再问我什么时候过生日，我会自豪地
告诉他们：“三八妇女节！”

（指导老师：山湖花园小学本部校区 周静）

我的生日是
三八妇女节

小记者 朱品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