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21 日， 我们班去云山茶海

春游， 进行了植树和制作花草纸活

动，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做花草纸。

老师教了我们方法后， 我与同

学便开始按照老师所教顺序做起

来： 先与同学一起在周边找来做花

草纸所用的材料：竹枝、竹叶、花，然

后用模具放在纸浆里做成一张均匀

的纸，把竹枝及竹叶分开，把花做成

花瓣，接着便开始做起来。 我们将找

来的材料放在模具上， 再稍微用一

点点力使模具上的纸浆把所有材料

粘起来形成一幅漂亮的花草纸图

片。 做完拿给老师们看后，老师说：

“放在地上利用风把花草纸上的水

分吹干， 就可以把花草纸从模具中

取出。 ”

通过这次实践后， 我们收获不

少，还明白了“谁知盒中纸，张张皆

辛苦”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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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摘野花野草 制作花草纸

当日早上 10 时许， 约一个半小时的车程

后， 小记者们抵达开阳县禾丰乡百花山 5000

亩世外生态锌硒茶园。

“本次活动内容是制作花草纸” ，小记者

团辅导老师做出了第一个活动安排，小记者们

开始小声议论：“我们亲手造纸吗” 、“花草纸

是什么” 、“我之前在室内做过手工，这次可以

把自己做好的带回家吗”……

面对孩子们的疑问，辅导老师抬出了准备

好的纸浆、网模等道具，并对造纸术的历史渊

源和草纸的具体制作工艺做了 “科普说明” ：

造纸是古代中国劳动人民的重要发明之一，分

机制和手工两种形式。机制是在造纸机上连续

进行，将适合于纸张质量的纸浆，用水稀释至

一定浓度，在造纸机的网部初步脱水，形成湿

的纸页，再经压榨脱水，然后烘干成纸。手工造

纸则用有竹帘、聚酯网或铜网的框架，将分散

悬浮于水中的纤维抄成湿纸页， 经压榨脱水，

再行晒干或烘干成纸。 最初的纸，是作为新型

的书写记事材料而出现的。 在纸没有发明以

前，我国记录事物多靠龟甲、兽骨、金石、竹简、

木牍、绢布之类。公元 105年，蔡伦在东汉京师

洛阳总结前人经验，改造了造纸术。他以树皮、

麻头、破布、旧渔网等为原料造纸，后世遂尊他

为中国造纸术的发明人。

相对于文字介绍，小记者们的兴奋点更集

中于“自己亲手做” 。 生态茶园里各种不知名

的野花和嫩叶被一双双小手有选择地摘回。纸

浆反复倒入网模，轻轻抚平，一层一层直至过

滤凝固。 待纸张成型前加入新采摘的花草，此

环节才是彰显个性和创作才能的亮点。

“云山茶海”“春天”“爱你妈妈” ……小

记者们用一片片嫩叶在纸浆上拼出前面的字

样；“向阳花”“国旗”“童话木屋” ……另一

帮小记者用各色花瓣，结合叶、茎快速拼出了

自己心中的图案。

小心翼翼地竖起自己的作品，按照分组的

小团队， 小记者陆续靠近镜头， 来张纪念照。

“芳纸留香原来是真的” 、“学习了古人的造

纸智慧，还亲手加入了自己的设计，关于造纸

给了我最深的记忆” 、“在我们贵州盘县大洞，

至今还完整地保留着我们古代造纸的民间工

艺，已有 1400-1500 年的历史了，这段历史我

今天是第一次听到” ……

共种一棵树 学习播种知识

与独立完成手工花草纸制作不同，小记者

们接受的第二个任务是 “与父母共植一棵

树” 。 在茶园围拢的一片坡地上，小记者们每

人分到一把锄头外加一棵银杏树苗。茶园农艺

师先做了挖坑深浅、树苗根部护理、浇水要点、

埋土踩压轻重等植树注意事项的讲解和演示，

家长与小记者已迫不及待开始忙活起来。

几番刨挖后， 不少小记者已气喘吁吁、大

滴大滴的汗水顺着额头流了下来。“手臂好酸

啊， 干农活不容易” 、“小树苗的生长很慢，要

长成我这么高， 据说要很多年” 、“2018 年贵

州森林覆盖率高达 57%，我的出生地就叫林城

贵阳” 、“每年 3 月 12 日是国际植树节” 、“森

林被人们称为大自然的总调温室，可以调

节气候、杀菌抗病，森林还可以保持

水土、防风固沙，减少自然灾害的

发生”······植树后，面对老师

的总结，孩子们纷纷举手讲述

起自己对于环境、 森林保护

的理解。

本次活动还请当地的

农民手把手教会孩子认识

种子，并亲自参与播种。

“在田野劳作时，时间

变得短暂， 而孩子亲身体验

后的收获却是长远的，以后他

们再写类似题材的作文必然也

会更有真情实感” ，贵阳实验三小

一名带队的语文老师在活动结束后

对记者说。 本报记者 张志红 文 \图

实验三小小记者专场活动在云山茶海举办———

扫描二维码，加入

贵阳晚报小记者团

采野花野草制作花草纸、和父母共植一棵树、跟农民伯伯学播种……4 月 21 日，贵阳晚报小记

者团为贵阳市实验三小精心打造的专属亲子活动“我与小树共成长” ，在开阳县禾丰乡云山茶海举

行，近百名学生和家长一起，感受劳动的快乐。

小

记者作品

植树快乐多

徐若涵 实验三小三（4）班 指导老师：徐莉

4月 21日，我参加了学校和

贵阳晚报小记者团共同组织的

“我与小树共成长” 的亲子植树

活动。

植树活动开始了，我迫不及

待地拿起了锄头找了一个地方

准备挖坑。“妈呀！ ”锄头比我预

料的重多了，刚刚举起便立即放

了下来。 在老师的指导下，我经

过调整终于慢慢掌握了挖坑的

方法，拿锄头的两只手不能靠得

太近，适当分开一点，才能用上

力。 在坑里先把土松一松，再一

点点往上挖。 坑挖好了，我的同

学王怡晰和田羽彤赶忙拿来小

树苗放入坑中。 接着我们就开始

培土，填呀、填呀，树坑里的土终

于填满了，树苗已经稳稳当当地

站住了。 我们把手松开，再用脚

把土踩紧，最后把事先准备好的

水慢慢地倒进泥土里。 小树苗

“喝” 饱了水之后好像在对我

说：“谢谢你们三个，我一定会努

力长成参天大树，将来为你们净

化空气，遮挡风沙。 ”

尽管此时的我们满头是汗，

我的手掌还被划了一道口子，但

是一点也不觉得累， 也不觉得

痛。 我们三个小伙伴围着这株亲

手种下的小树苗又唱又跳，转身

看去活动现场原来光秃秃的土

地上，已经“站立” 起来了许许

多多的小树。 相信同学们也和我

们一样把汗水都洒在了这块土

地上。 大家还约定放假的时候，

我们一起再回来看看我们的小

树。

“我与小树共成长” 的活

动，让我收获颇丰，不仅学到了

关于植树的知识，体验到了植树

的乐趣，还明白了植树对于我们

人类的重要性。

我与小树共成长

罗曌儿 实验三小一（4）班

4月 21日这一天，我期待了

整整一周， 妈妈早就告诉我，这

天我们要和其他同学去“云山茶

海” 植树，这是贵阳晚报小记者

团为我们安排的活动。

这一天， 我早早的就起来

了，乘车到达目的地后，我们准

备制作花草纸。 大家都跃跃欲

试。 你要问：“花草纸” 是什么？

让我来告诉你吧：其实就是让我

们亲自体验一把 “造纸术” ，并

且我们还能用自己喜欢的植物

来装点自己制作的“纸” 。 我跟

着哥哥姐姐们排好队， 两人一

组，期待着早点轮到我。 终于，我

和刘佳芯姐姐小心翼翼地拿着

属于我们俩的纱框，用老师教我

们的方法轻轻地筛了一层纸浆，

走到旁边的空地上， 精心

挑选我们刚刚一起

摘的花瓣和树叶，在纸上拼出我

们自己的图案。 不一会儿就完成

了！ 好多叔叔阿姨围着我们拍照

呢， 肯定是我们做得太漂亮了，

现在我们希望快点出太阳，这样

我们的“花草纸” 就能很快晒干

了。

午饭过后，老师将我们带到

了一大片空旷的泥地上，一个小

组一把锄头，一棵树苗，大家挽

起袖子就开始种树了，为了这次

种树，妈妈早就在家给我做好了

功课，我一点都不陌生。 在哥哥

姐姐的帮助下，我们齐心协力将

我们的小树种好了。 “我们就叫

它‘梦想树’ 吧！ ” 姐姐提议到。

“好啊好啊！ ” 我们高声回答！

本以为，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最后一个活动了，没想到老师们

还给我们发了一袋种子， 我一

看，原来是一袋“白菜籽” ，原来

老师让我们去耕种。 天哪！ 我可

从来没有自己种过蔬菜。 老师们

先给我们做示范：先挖坑、再播

种、最后就是盖土。 整个过程看

起来好简单啊，可是等我们自己

在种的时候却发现其实是很难

的，想把坑挖好就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 好在旁边的叔叔阿姨们看

我们太小了， 就都过来帮助我

们。 总算是种好了，看着今天的

劳动成果，我们真的太开心了。

美好的时光一下就过完了，

不过这时我们也都累得再也动

不了了，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忘记

我们的“花草纸” 。 拿上心爱的

作品， 我们上了回家的大客车，

一路上欢声笑语，大家都很享受

今天的时光。 真希望以后妈妈能

多带我去参加这样的活动。

有趣的植树活动

李镕耀 实验三小三（4）班

4 月

21 日，贵

阳晚报小

记者团和

学校联手

组 织 了 一

次植树活动。

当天一大早，我

们就朝着目的地

开阳出发。 一路上我

们欢歌笑语，兴奋无比。

到达目的地后，同学们选好

场地，就小心翼翼地植树了。 我

首先挖了一个 20 厘米左右的

坑， 然后将小树苗轻轻放下去，

再把坑里填满土， 用脚踩一踩，

就大功告成了。

刚被我“复活” 了的小树

苗，仿佛在说“给我点水喝吧，

我口渴了。 ” 我立马拿上杯子接

上了一杯水， 浇给了小树苗，它

就咕噜咕噜地喝了起来。

我感觉种下来的小树孤零

零的，没有陪伴，于是我又拿起

了锄头给小树苗再种了一棵

“同伴” ， 又捡了几颗石头给它

们做装饰， 小树苗好像在对我

说：“谢谢小朋友！” 我对着小树

苗笑了， 告诉它：“明年我们还

会再来。 ”

珍惜每一张纸

黄博瑶 实验三小三（4）班

4 月 21 日，我参加了贵阳晚报

小记者团组织的制作花草纸活动，

度过了非常开心的一天。

制作花草纸的方法是： 先用纱

筐装满薄薄的纸浆， 然后找一些自

己喜欢的花草，将其撕成小片，将花

草放入纸浆中， 摆成自己喜欢的形

状，然后将纸浆拿到太阳下晒干，撕

下即可。

老师把我和田羽彤分在了一

组，我们找到很多的花花草草，有蔷

薇花、 郁金香、 白玉兰……经过商

量， 我们用花草摆出来的形状是桃

心，又在它的四角放几片叶子，那本

来就红彤彤的花瓣显得更加生机勃

勃！

通过这场活动， 我明白了制作

一张纸是多么的辛苦， 在以后的生

活和学习中，我要珍惜每一张纸。

制作花草纸

何月琳 实验三小三（4）班

制作花草纸的原料

正在制作花草纸

孩子们的作品

合影

合作做花草纸

植树

种植小树苗 制作花草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