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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汤
黄花街小学四（1）班 黄河
美国职业篮球运动员科比曾说自
己的成功完全出于勤奋。 曾有记者问
他：“
你为什么能如此成功呢?” 科比反
问道：“你知道洛杉矶每天早上 4 点钟
是什么样子吗……” 我没见过。 但 12
月 19 日凌晨， 我见到了凌晨 4 点的贵
阳，想知道怎么回事吗？别急，听我给你
说。
我是一名贵阳晚报的小记者，那天
早上天还没亮就起床了，因为我们要为
环卫工人送一杯热气腾腾的姜汤。
活动一开始，没有经验的我们展得
很不顺利，走了好远也没遇到一位环卫
工人，正当我们又冷又累准备打退堂鼓
时候， 我突然看见了一位环卫阿姨，我
三步并作两步跑过去，把手里的姜汤递
给她说了声：“阿姨你辛苦了， 请你喝
点姜汤暖和一下吧！ ” 阿姨接过姜汤，
笑着，她笑得那么和蔼，那么温柔，我心
里美滋滋的。谈话间，我知道了，阿姨每
天凌晨 4 点就起床了， 之所以这么辛
苦，都是为家人奔波，希望家人能过上
好的生活。
听了这些，我感动了，心里暗暗发
誓：今后一定要更加珍惜环卫工人的劳
动成果，绝不乱丢垃圾。
同学们，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是一
种美好的品德，我相信你们一定希望有
这种美好的品德， 就让我们一起努力，
使我们的贵阳保持干净、美丽。

小记者
习作

寒冬暖汤
一中新世界国际学校 五（1）班 魏莱
“
阿姨，您辛苦了！这杯姜汤您趁热
喝点，好暖和些！ ”“谢谢你，小朋友，
你们起这么早，也辛苦了。 ” 现在是早
上 6 点 10 分，往天这个时候，我还在
温暖的被窝里呼呼大睡，做着美梦，而
此刻我们一家人却已经站在天色未亮
的贵阳街头， 拿着保温壶和杯子为环
卫工人送姜汤了。
今天，我作为“一碗姜汤” 活动的
小记者为环卫工人送温暖。 我提前一
天就开始熬制姜汤，家里买了新杯子。
清早出门前， 我特意把姜汤加热后放
进保温瓶里， 为的是能让环卫工人喝
上热腾腾的姜汤。
沿着漆黑的街道， 我们要一边拾
起路边的垃圾一边寻找环卫工人的身
影。 可是当我沿着街道走了一会儿，发
现地上的垃圾并没有想象的多， 心想
原来环卫工人比我们起得还早， 已经
把街道扫干净了。
寒风凛冽，我拿着工具，疲倦地
弯腰、伸手拾起垃圾，装进袋子……才
走了半条街，我已经累得满头大汗，筋
疲力尽。 抬头一看， 天空仍是漆黑一
片，我疑惑：环卫工人到底起多早？ 他
们要工作多长时间？ 这些问题一路困
扰着我，直到遇见一位环卫工人，送出
我自己熬的姜汤后才有了答案。 原来，
他们每天凌晨 4 点钟就出门， 要工作
到下午 3 点才休息。 我想，环卫工人用
他们的辛苦付出换来了城市的洁净，
真无愧于“
城市美容师” 这个称号！

冬夜里，一碗温暖的姜汤
晚报小记者团“暖冬行” 活动，把温暖送给环卫工

我是小小环卫工
省府路小学三（4）班 龙则均

2021 年 12 月 19 日清晨 6 点，贵阳晚
报小记者团携手贵阳生态科普馆、 贵阳京
筑环境资源管理有限公司联合举办了“暖
冬行” 特别活动。 第一站，小记者们便在家
长的陪伴下熬制姜汤并亲手送到城市“美
容师” 工作一线。
洗净姜、切成丝、熬煮放材料、和红糖
一起熬煮、盛进保温杯……为了能够在 19
日凌晨给辛勤工作的环卫工人送上一杯暖
身又暖心的姜茶，活动前一天，贵阳晚报的
小记者们就忙碌起来了。
清晨 6 点，迎着刺骨的寒风，小记者们
在爸爸妈妈的陪伴下，以喷水池为起点，兵
分两路， 为沿路工作的环卫工人送去温暖
与问候。
“阿姨您好，这是姜汤，是我亲手煮
的，您喝点就不会冷了。 ” 在延安东路上，
就读黄花街小学的小记者袁晨焕打开杯
盖，亲手为环卫工人倒上姜汤。
“
谢谢你，好孩子！ ” 今年 52 岁的吴关
容，从事环卫工作 20 年了，她接过姜汤，冻
得发红的脸上露出笑容。 她告诉记者，每天
凌晨是她一天工作的开始， 天冷就穿厚一
点； 饿了， 就把随身带的饼干拿出来吃两
块， 日复一日。 看着孩子们一张张稚气的
脸，她嘱咐孩子们：一定要好好学习。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孙维娜 图 / 文

姜汤送给环卫工
今天早上， 我们去给环卫工人送姜
汤。 我提前把生姜洗好、切片，然后放进锅
里煮，等姜水沸腾起来后，再倒进红糖，把
火调小， 慢慢地熬， 熬好之后就出锅、装
罐。

城市是我们居住的家园，但
有些人不爱惜我们的家园，乱扔
垃圾，把我们的家园弄得脏兮兮
的。 于是，环卫工人就得不停地
清扫这些垃圾。
周六早上，我参加了贵阳晚
‘一碗姜
报小记者团组织的 “
汤’ 关爱环卫工人” 活动。周五的
晚上，我在妈妈的帮助下熬好姜
汤。第二天凌晨 5 点，妈妈叫我起
床，我从来没有这么早起过床，几
翻挣扎才爬起来后，快速完成洗
漱，穿戴整齐，就和爸爸妈妈出发
了。 此时的天还很黑，大街上几
乎看不到行人，车也很少，寒风刺
骨，感觉很冷很冷，我终于知道环
卫工人是多么不容易了。
我们每个小记者都领到了一
个夹子和一个袋子，活动的任务
是帮助环卫工人清洁街道，再给
他们送上一杯热姜汤。 一路上，
我拾了好多垃圾，有烟头、纸巾、
瓶子、落叶……我捡到最多的是
烟头，烟头又小又难夹，还不容易
被发现。 因为我出门太着急，忘
记带手套，手都被冻僵了，环卫工
人的工作真辛苦啊！ 过程中，我
给几位环卫阿姨送上了我亲手熬
的姜汤，让她们暖暖身子，还告诉
她们：注意身体，不要感冒了。 不
然，我们的城市卫生就会变得很
差。
活动结束时，天依然还没有
亮，我看到环卫工人们依然顶着
寒风在街道上清扫垃圾。
我想对大家说：
“千 万 不 要 乱
扔垃圾，不仅
会污染环
境，还会增
添环卫工
人的负担。
爱护环境，
人 人 有
责。 ”

一边借着路灯， 找寻着环卫工人的身
影，一边拿着钳子，沿街拾起人行道上的零
星垃圾， 就读省府路小学的小记者张骁骁
表示，印象中，这么早起床还是有一次赶飞
机出去旅行。 没想到，从事环卫工作的叔叔
阿姨每天都要起这么早。
“以前我觉得环卫工作是轻松的工
作， 因为平时看到他们拿着扫把在路上走
得很悠闲。 但是通过今天的活动我才知道，
原来他们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已经开始工作
了，只为当我们清晨醒来走在街道上，能有
一个整洁干净的环境。 而我平时看到他们
走在路上， 那是他们工作的另一部分——
—
日常保洁，也并不轻松。 ” 就读南明实验小
学的小记者张芷萱感慨地说。
“我就是陪伴和记录，熬姜汤、送姜
汤、捡拾垃圾都让孩子自己来。 ” 袁晨焕的
妈妈说。
活动中，记者注意到，陪伴小记者参与
活动的家长们大多是不断地给觉得冷、觉
得困的孩子们打气，没有说教、没有责备。
他们默默地拿出手机， 把孩子们温暖的言
行记录下来，让孩子们通过亲身的经历，体
会环卫工人的不易， 引导孩子们做爱护环
境的好市民。

第二实验小学三（3）班 张懋纯

凌晨 4 点多我就起床了，参加这次活
动的同学们都非常的兴奋，我们分成了几
个组，老师先把劳动要用的工具分发给我
们，并让我们每一组都给现场的环卫工人
送上一杯热腾腾的姜汤。 我们一起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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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配合环卫叔叔阿姨们把街道打扫得
干干净净，这让我们体会到了环卫工人的
辛苦， 并下定决心今后决不乱丢垃圾，保
护环境。
真是一个充实又有意义的早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