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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团 XIAOJIZHETUAN

凌晨时分，寒冷的贵阳街头上演暖心一幕——
—

小记者送姜汤 温暖环卫工人

了解更多活动资讯

12 月 1 日凌晨， 贵阳街头上演暖
心一幕，18 名晚报小记者， 将亲手熬的
姜汤，送到环卫工人手上。 这些姜汤，是
小记者们在 11 月 30 日下午就开始买
材料准备，当天晚上在家长和老师指导
下亲手熬制的。

一碗姜汤一份爱
田宸 实验二小四（12）班

买材料 获免单待遇
11 月 30 日 14:00，小记者们准时在
民生路农贸市场前集结。买姜又买糖，小
记者们相互鼓励、壮胆，学着大人的模样
挑挑拣拣， 掂掂分量， 还与摊贩讨价还
价。
“
要买老姜，不能挑仔姜。 红糖要越
黑越好，姜糖水能驱寒，明天的活动希望
可以让环卫师傅暖和一点。 ” 省府路小
学三（6）班的汪昱均在买材料时显得很
老道。
“叔叔，我们是贵阳晚报小记者团
的小记者， 我们明早想给环卫工人送姜
汤。我们凑的零花钱不多，您卖的红糖能
便宜一点吗？ ” 谢黄伊玲所在的第一小
组在买糖环节，向售糖叔叔“杀价” 。 惊
喜的是，得知小记者们是做公益活动后，
卖黄糖的叔叔二话不说， 大方地给小记
者们免单。
买好了原材料， 小记者们撸起袖子
开始清洗生姜并切片，烧水，熬制红糖。
12 月 1 日 5：30，小记者们整整齐齐
地出现在了喷水池。 在做了简单的分工
后，他们分别向大十字、云岩广场和师大
三个方向行进。此行，他们将熬制好的姜
糖水送给环卫工人，并沿路捡拾垃圾，进
行分类。
“阿姨您好，我们是贵阳晚报的小
记者，这是我们亲手熬制的姜汤，您喝点
驱驱寒吧。 ” 跟随王老师的第一组小记
者向大十字方向前行，没走出几步，便看
到一位正在清扫垃圾的环卫工人。
“
谢谢你，孩子，希望你好好学习天
天向上！ ” 从事环卫工作十余年的刘阿
姨接过何雨淏手中的保温杯，激动地说。

捡垃圾 体验工作苦
“
这个应该是吃烤串后扔的。” 前行
到南国花锦前， 小记者们发现了成片的
垃圾。小记者马一丹戴着手套，先是弯着
腰，之后索性蹲下来，耐心地拾起一根根
竹签。
第一小组来到时代广场前时， 一辆
垃圾清运车驶进路口。小记者们招手，示
意驾驶车辆的环卫阿姨将车停下。
“我家孩子和你们一般大，你们真
是懂事！ ” 接过张翰璟手中的姜糖水，环
卫工人罗女士感慨地表示， 从凌晨四点
到早上九点，是她当天的工作时间，此时
腹中空空，气温又低，一杯姜汤，既能果
腹又能驱寒，真是雪中送炭。
6:25，天空开始下起雨，还有两份
姜汤未送出，小记者们淋着雨，加快了步
伐。在大十字广场，看着一位环卫阿姨正
冒雨擦拭着垃圾箱。 领队王老师一边带
领小记者们送出姜汤，一边告诉孩子们，
若想力所能及地减轻环卫工人的工作
量，平时丢弃垃圾时，不要嫌垃圾桶脏，
一定要靠近、对准。
“叔叔，您的工作时间是几点到几
点？ ” 送出最后一杯姜汤，李沅真询问正
在擦拭垃圾桶的环卫工叔叔工作时长。
“
每天八个小时。 ” 30 岁的陈师傅回答
道。
6:45，四路小队在起始点顺利会师。
“环卫叔叔阿姨每天很早就要起
床，无论酷暑还是严寒，他们都要在马路
上工作，真是太辛苦了。以后我不会乱丢
垃圾，如果周围有人乱丢，我也会上前劝
阻。 用实际行动， 尊重他们的劳动成
果。 ” 活动结束后，李沅真如是说。
本报记者 孙维娜 / 文
实习记者 胡家林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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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把姜汤递给环卫工人

记者作品

城市的温度

戴昭瑞 北师大贵阳附小四（1）班

初冬的凌晨，当人们还在暖
和的被窝里做着美梦时，城市的
“美容师” 已经开始工作了，他
们趁街上人少车少的时候，把街
道清扫干净，让大家生活在干净
舒适的环境里。
曾经我不太了解环卫工人，
直到我参加了贵阳晚报举办的
“一碗姜汤 温暖贵阳城” 小记
者活动，我才了解了他们的工作
是多么的辛苦。
11 月 30 日下午， 在聂老师
指导下， 我们到菜市场货比三
家，经过与老板一番激烈的讨价
还价，以很低的价格买到了很好
的姜和红糖，并亲自熬制好了姜
汤。 当天下午，老师还给我们上
了一堂关于垃圾分类的课呢！
12 月 1 日，是我们为环卫工
人送姜汤的日子，由于环卫工人
们每天凌晨就开始工作，我家离
活动地点远，必须凌晨四点前起
床，对我这只爱睡懒觉的小懒猪

来说， 早起可是个不小的
挑战。 可没想到，当天闹钟
还没响，爸爸一喊，我马上
就起来了， 这是我怎么也没
想到的。
因为是冬天，又出发得早，
来到集合地点时， 街上空无一
人， 只有寒风吹动树叶的沙沙
声，天还是黑黑的，就连早起的
鸟儿都没出来。 老师给我们交代
了活动注意事项后，我们提着熬
好的姜汤，拿着保温杯寻找环卫
工人。 一路上垃圾很多，到处都
是纸屑和竹签， 尤其是烟头，我
们边走边清理，不一会儿就捡起
了很多的垃圾。
来到环卫工作站，正好遇到
拿着扫帚准备开始工作的保洁
阿姨，看见我们，她们似乎有些
意外。 本来我们准备了很多问题
要采访她们， 可是一紧张全忘
了。 我拿起自己亲手做的姜汤，
双手递给一位保洁阿姨说：“阿

捡垃圾
姨， 我们是贵阳晚报小记者，天
冷了，这杯姜汤送给您暖暖身子
吧！ ” 阿姨接过姜汤，有些激动，
不停地道谢， 虽然天气寒冷，但
是那一杯姜汤让他们感受到了
温暖。 白色的路灯，使穿着橙色
反光衣的他们格外显眼，看着他
们的笑容， 我们的心也暖暖的，
让我感觉城市也有了温度……
环卫工人的工作十分辛苦，
许多垃圾都是我们随手乱扔的，
如果我们不乱扔垃圾，学会垃圾
分类， 可以帮他们减轻负担，也
可以让我们的城市更加美丽。

熬姜汤 送温暖
钟梦涵 新东门小学三（4）班

合影

冬天的温暖

汪昱均 省府路小学三(6)班

我参加了一堂“特别” 的小
记者周末课，那就是买材料熬制
姜汤，然后在凌晨时分亲手送到
环卫工人手中，给他们一丝冬天
的温暖。
11 月 30 日下午 2 点， 我们
集合后，见多识广的聂老师教我
们如何选熬制姜汤的老姜；如何
与摊主讨价还价等等。 随后，我
们 18 名小记者分成四个小组迅
速进入民生路菜市场。 经过一番
比较和讨价后，各组带着买好的
老姜和红糖， 回到报业大厦顶
楼，亲手熬制姜汤。 洗姜熬汤的
过程中，苹果老师（志愿者）介
绍垃圾分类知识，让我们知道易
拉罐拉环不经处理，等它自然分
解需要 450 年；介绍环卫工人职
业特点，让我们知道他们早出晚
归、风雨无阻，非常的辛苦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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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12 月 1 日凌晨 5 点， 我在闹
钟小爱 （智能机器人） 的 “叫
喊” 中，克服自己浓浓的睡意，准
时到达喷水池附近的集结地。 志
愿者老师分别带领四个小组向
不同方向出发，一路捡拾遗落路
上的垃圾， 投入分类垃圾袋；一
路寻找正辛勤工作的“城市美容
师” ， 将我们亲手熬制的一杯杯
热姜汤送入他们手中。 看着他们
喝下那杯热姜汤，感受冬日里姜
汤带来的温暖时，我们心里洋溢
着温暖和甜蜜。
关爱需要传递，真情需要延
续。 环卫工人值得我们去尊敬和
感谢，因为有他们，我们的城市
和家园才会变得如此的干净、整
洁和美丽。 这是一个充满温暖的
冬日凌晨。

我参加了由贵阳晚报小记者
团举办的 “一碗姜汤 温暖贵阳
城” 大型公益活动。
11 月 30 日下午，聂老师给我
们讲了姜是怎么来的、 有什么作
用、姜汤是怎么熬制的、怎么选姜
等问题。 随后，我们去菜场一家干
货店买了姜、红糖等材料，然后熬
制姜汤。
12 月 1 日凌晨 5 点， 我们如
约而至。 大家看到地上有垃圾，就
捡了起来。 忽然，我看见了一位环
卫工人的身影，就毫不犹豫地叫住
了那位阿姨。 “
阿姨，你好，打扰你
几分钟， 我是贵阳晚报的小记者，
我现正在参加关爱环卫工人大型
公益活动，这是我们亲手为你熬制
的一碗热姜汤，你请喝吧！ 谢谢你
们每天起早贪黑地为我们创造干
净舒服的环境，谢谢你们默默奉献
的精神，你们是城市的美容师。 ”
阿姨不好意思地说：“不客气，这
是我应该做的， 谢谢你们的关
心。 ” 等阿姨喝完姜汤，我们就走
了，寻找其他环卫工人……
这次活动让我深刻了解了环
卫工人工作的辛苦和不易，也明白
了不要随地乱扔垃圾、爱护环境从
我做起的道理！ 在此呼吁大家一起
关心、关爱我们的环卫工人。

我有幸参加了贵阳晚报小记者团
“
一碗姜汤” 关爱环卫工人大型公益活
动。在这两天的活动中，我切身体验了环
卫工人工作的艰辛和不易。
11 月 30 日下午 2 点， 贵阳晚报资
深记者聂老师首先向我们讲解姜和红糖
的功效价值， 并指导我们如何选购姜汤
的食材。 我们第四小组在夕阳老师的带
领下挑选姜和红糖，和商家讨价还价，希
望能用最少的钱买到最好的食材。 回到
后厨，我们挽起袖子认真清洗生姜，在老
师们的帮助下烧水熬制姜汤。 在等待熬
制姜汤的同时，老师通过玩游戏的方式，
让我们学习垃圾分解及分类知识。
12 月 1 日凌晨 5 点，在妈妈的陪同
下， 我顶着寒风来到喷水池集合。 我心
想，这么早，街上应该没几个人吧，但事
实上一路上已经车来车往， 只不过比白
天稍微少些。 大街上除了风吹树叶和车
辆驶过的声音， 就是环卫工人扫地的声
音了。放眼看去，我们的老师已经在不远
处等着我们。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凌晨 5
点的贵阳。
在老师们的带领下，我们一边把熬
好的姜汤送给环卫工人， 一边拿着夹子
和垃圾袋， 用老师教授的垃圾分类知识
分捡路边的垃圾。 一路上烟头、塑料袋、
纸屑到处都是， 尤其垃圾桶边上的垃圾
最多， 当我看到环卫叔叔和阿姨们正在
认真清扫时，我就想，那些怕垃圾桶脏臭
而不愿靠近却远远把垃圾丢在垃圾桶周
边的人们，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样做会给
我们的城市美容师增加多少工作量，还
会给我们自己的家园抹上很多不协调的
色彩。

一碗姜汤
安开馨 实验二小四（5））班
12 月 1 日，贵阳晚报的小记者们起
了个大早，5:30 便来到喷水池， 参加
“
一碗姜汤 温暖贵阳城” 公益活动。
11 月 30 日下午， 我们已经把姜汤
熬好， 一大早就给环卫工人们送姜汤
啦！ 同时还准备协助他们捡垃圾呢！ 我
们在简短的垃圾分类知训培训后，开始
了当天的活动。
我们兵分四路，有的拿着垃圾袋，
有的拿着夹子，开始沿着街道捡垃圾。
一路上，我们发现最多的垃圾是烟
头，其次是竹签。 老师说：“那是因为一
些人晚上喜欢吃宵夜，吃完后便把竹签
扔到地上。 ” 接下来我还发现，不仅公交
站附近的垃圾较多，在垃圾桶旁的垃圾
更是随处可见。 这大概是因为人们嫌垃
圾桶臭，便远远地将垃圾投向垃圾桶的
原因吧。
不一会儿，我们看见几位穿着橙色
工作服的环卫工人正在清扫，同学们都
争先恐后地给他们送去姜汤，还不停地
问他们好多问题。 他们喝了一口姜汤
后，就笑眯眯地应答着各种提问。 看到
有人在拍照，有的还显得有点“尴尬” 。
他们这么朴实， 每周几乎没有休息时
间，总是任劳任怨地“埋头苦干” ，真不
愧是“
城市的美容师” 呀！
作为一名少先队队员，我一定要从
我做起，从身边做起，不乱扔任何垃圾，
做一个爱护环境卫生的好孩子！

倒姜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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