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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10日讯 (记者
王帅) 3月9日上午，在植树
节来临之际，国网东营供电
公司海蓬志愿服务队携手东
城街道、东营市志愿者总会
以及慧心公益等单位和社会
团体开展了“共建美丽乡村，
共筑碧水蓝天”植树种绿活
动，为东营再添一抹新绿。活
动现场，有近500人参加了此
次植树活动。

早上八点半左右，大家
就 都 准 时 赶 到 了 植 树 地
点——— 大许村村口。志愿者
们纷纷挥动起了手中的铁
锹，栽树、培土、浇水……活
动现场，大家干得热火朝天。

大家积极参与、相互配
合种下了一棵棵绿色的希
望。石绍泽小朋友今年只有
两岁多，他也跟着父亲来到
了植树现场，拿着小铲子认
真给树苗培土。“今天天气这
么好，我也想让孩子接触一
下大自然，顺便能锻炼一下

身体。”石绍泽的爸爸是一名
“海蓬”志愿者，很早就带着
孩子一起出来参加志愿活
动，“不过植树活动他还是第
一次参加。”

看着自己亲手种植的小
树，劳动的快乐洋溢在大家
脸上。植树不易，护绿更难。
无论活动多小，只要能为周

边的绿意添彩，就定能为自
己的心中带来一片绿荫。

此次活动的开展，不但
进一步增强了大家保护环境
的意识，更美化了环境，美化
了大家的心灵。同时，活动也
呼吁更多的社会人士参与到
植树的行动中来，为建设美
丽家园贡献一份力量。

本报3月10日讯 (见习记
者 高小童) 3月9日上午，
由东营区法院、市烟草公司、
农业银行以及商隆社区开展
的“兴植树护绿之风 建绿
色温馨家园”植树节活动，在
市烟草公司小区举行。

一大早，各共建单位就
早早地来到了植树地点，开

始准备工作，认领树苗、分发
三叶草种子和工具等，开始
松土、刨坑、补种树木、播种
三叶草，场面热火朝天。大家
分工合作，配合默契，干劲十
足，扶苗、对齐、培土、踩实、
浇水……每道工序都一丝不
苟。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15个花池分别种满树木、草
坪，还悬挂了树木认领牌，定
期进行个人维护，倡导爱绿
护绿之风，经过一番努力，小
区显得格外有生机。

让绿色走进城市，让城
市拥抱绿色，志愿者的付出
总有收获，让我们期待绿树
成荫，花开满园。

本报3月10日讯 (见习记
者 高小童) 近日，胜华社
区党委联合共驻共建单位区
宣传部共同开展“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植树除荒活
动，50余名志愿者参加活动。

上午，参加义务植树活
动的志愿者们相互分工协
作、扶苗培土，为原本荒芜的
小区增添了一抹新绿。活动
中场休息时，社区还组织了
大家玩起了童年踏春时“丢
手绢”的游戏，勾起了大家的

童年记忆，在场的小志愿者
们也感到无比兴奋。活动的
最后，志愿者们又来到了香
格里拉小区南门，对小区南
门两边的荒草进行清理，大
家挥舞着镰刀，干劲十足。

活动结束后，参与活动
的党员志愿者说：“虽然今天
植树很累，但是看到大家种
的一排树苗就觉得心里挺美
的，小区内的环境在社区的
帮助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排水问题、供暖问题都得到

了解决，今天我们大家又一
起在小区里种上了树苗，想
到来年春天的满园春色，就
觉得幸福。”

胜华社区党委书记秦金
香表示：“今天的义务植树活
动，社区居民们都纷纷表示
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小区
添加绿意，非常有意义，呼吁
大家能够增强绿色环保意
识，用自己的爱心浇灌小区
内的每一棵树，携手共建美
丽家园。”

本本报报33月月1100日日讯讯 ((记记者者
郭郭小小雨雨 )) 99日日，，由由六六户户镇镇主主
办办、、原原色色时时光光生生态态农农业业公公司司
承承办办的的以以““千千人人万万人人绿绿东东营营，，
子子孙孙万万代代绿绿荫荫下下””为为主主题题的的
植植树树节节活活动动在在六六户户镇镇举举行行，，
林林业业局局、、东东营营市市入入海海口口公公益益
事事业业发发展展中中心心、、东东营营市市新新青青
年年公公益益事事业业服服务务中中心心、、东东营营
市市实实验验中中学学植植树树爱爱绿绿团团队队等等
多多个个单单位位及及社社会会组组织织加加入入植植
树树的的行行列列，，播播种种绿绿色色。。

上上午午八八点点半半，，大大家家纷纷纷纷
开开始始了了植植树树活活动动。。植植树树现现场场，，
三三五五人人一一组组默默契契配配合合，，挥挥锹锹
铲铲土土，，扶扶苗苗、、培培土土、、夯夯实实、、浇浇
水水，，严严格格按按照照栽栽植植要要点点分分工工
协协作作，，种种下下一一棵棵棵棵新新苗苗。。

原原色色时时光光生生态态农农业业及及早早
做做好好了了苗苗木木调调剂剂工工作作，，购购置置
了了数数千千棵棵绿绿化化苗苗木木，，并并组组织织
专专业业技技术术人人员员现现场场指指导导，，监监
督督造造林林质质量量，，严严把把关关口口，，确确保保
栽栽一一片片、、活活一一片片、、成成林林一一片片。。

山山东东原原色色时时光光生生态态农农业业发发展展
有有限限公公司司总总经经理理表表示示，，这这是是
公公司司第第一一次次举举办办公公益益植植树树节节
活活动动，，““我我们们正正好好有有这这块块地地，，
希希望望咱咱们们东东营营人人每每人人种种上上一一
棵棵树树，，来来建建设设咱咱们们的的家家园园。。这这
次次让让市市民民自自己己准准备备铁铁锨锨，，这这
也也是是想想让让孩孩子子们们体体验验一一下下农农

耕耕，，真真正正体体会会到到绿绿化化关关系系到到
每每一一个个人人。。””99日日当当天天报报名名植植
树树的的市市民民共共有有22000000人人，，该该活活动动
也也将将持持续续在在整整个个三三月月，，即即栽栽
植植树树苗苗的的最最佳佳期期。。截截至至目目前前，，
共共计计33770000人人参参加加植植树树活活动动，，共共
栽栽植植白白桦桦树树苗苗33000000株株，，完完成成
植植树树面面积积77000000平平方方米米。。

国网东营供电公司海蓬志愿服务队开展植树活动

共建美丽乡村，共筑碧水蓝天

志愿者们合力种树。 本报记者 王帅 摄

兴植树护绿之风，建绿色温馨家园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胜华社区开展植树除荒活动

千人万人绿东营，子孙万代绿荫下

孩子家长在教导孩子种树。 本报记者 郭小雨 摄

本报3月10日讯(记者 张园
园) 9日上午，在位于六户的原
色时光生态农业园区内，本报

“同植一棵树，绿满黄河口”大型
公益植树活动举行，400多个家
庭、千余人来到现场种树，在初
春栽下绿色的希望。

“这棵树的根系比较发达，
坑得挖的深一点。”在植树活动
现场，王先生和上小学二年级的
儿子轩轩根据领到的树苗大小，
商量着需要挖的树坑深度。尤其
是轩轩，不时拿起树苗在坑中比
划一番，“森林是地球的肺，今天
我们都来种树，这样就有越来越
多的小树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
气，净化环境，我们也就能不断
地获得新鲜空气。”

此次植树活动吸引了众多
市民的参与。“看到早报今年又
要举行公益植树活动的消息后，
我们第一时间就通过‘早报家长
慧’的公众号报了名。”9日上午
不到8点，刘英就带着孩子来到
了集合地点，“孩子特别兴奋，前
一天晚上就把铁锨什么的放在
了车上。”刘英说，她已经连续两
年带着孩子参加早报植树活动
了，“参与这类活动不仅能培养
孩子的环保意识，还能让孩子更
加亲近大自然，从我们这个小家
庭来说，也是很好的亲子活动。”

自创刊以来，黄三角早报已
连续多年举办大型公益植树活
动，每次活动都吸引了众多读者
参与。为给广大市民提供一个接
近自然的机会，提高全民生态保
护意识，并为建设美丽新东营贡
献一份力量，今年，本报再次联
合东营市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举
办大型公益植树活动，让更多市
民有亲自为东营种下一棵树的
机会。

此次活动得到了工商银行
东营分行的大力支持。“多年来，
我们一直致力公益事业，倡导绿
色环保低碳。”工商银行东营分
行相关负责人介绍，围绕“爱绿、
植绿、护绿、兴绿”等各方面，该

行多次组织青年员工开展或参
与“植树节”义务植树活动，“种
一棵树不起眼，但人多力量大，
众人种树，我们就能收获一片绿
色。”

“早报公益植树活动，和我
们倡导的‘同在蓝天下，共筑中
国梦’公益环保理念相契合，而
且通过种一棵树、护一片绿色，
也更有利于我们建立生态文明
的意识和观念。”该负责人介绍，
围绕绿色环保，他们曾多次开展

“青春圆梦，公益出彩”主题环保
活动，广发倡议，不仅积极引导
广大青年员工自觉关注城市乡
村的空气、水源、土壤等生活环
境，而且还积极走出去向市民宣
传环保理念，树立工行青年建设
绿色金融的积极形象。

此次活动还得到了中国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分公
司的大力支持。多年来，该公司
热心投身公益事业，持续履行社
会责任，为东营市经济社会建设
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中国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分公司
就像一棵大树，扎根在黄河入海
口这片土地上，不断生根、开枝、
散叶，为东营市民和企业成就一
片绿荫，遮挡一方风雨，送去缕
缕春风。

为让更多市民能够参与到
植树活动中来，山东原色时光生
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其位于
六户镇的园区里，为早报此次植
树活动开辟出专门的区域，并提
供了充足树苗。“看着这么多家
庭来参与活动，尤其是孩子们，
那么仔细认真地种下一棵树，觉
得很有意义。”该公司总经理陆
俊介绍，为确保活动顺利进行，
他们提前平整出土地、备好树苗
并画出了植树点，“用我们自己
的实际行动，为东营添绿。”

本次大型公益植树活动，共
有400多个家庭、千余人参与，共
同种下“亲情树”、“成长树”、“愿
望树”……为美丽东营添一抹绿
色。

本本报报““同同植植一一棵棵树树，，绿绿满满黄黄河河口口””大大型型公公益益植植树树活活动动举举行行

440000多多个个家家庭庭共共同同为为东东营营添添绿绿色色

植下一棵树，收获万点
绿，3月9日，10岁的韩庚荞小
朋友在爸爸妈妈的指导下种
下了人生第一棵树。

在看到本报的植树倡议
之后，韩庚荞就赶紧让妈妈
为其报了名，“前期我就在网
上搜索种树的知识。”韩庚荞
边挖坑边说，要挖一个与树
的根球的大小相当、最好是
要比它大两倍的坑。如果坑
周围的土很硬，坑的容积应
该更大一些。将树放入坑中，
扶正、加土，并在加了一半土
以后，把树苗向上微提一下，
这样能保证树的根全部朝
下。并且还要不断把土踩实，
不要让土中留有空气，这样
才能保证树苗将来能扎根。
在树干周围适当多加一些
土，否则下一步一浇水就会
形成一个大坑，因为我们一
般人种树后踩土踩得都不结
实。此外，围着树用土培成一
个圆形土坝，便于浇水时水
能蓄住。不一会儿的工夫，韩
庚荞在爸妈的指导和帮助下
成功种上了人生第一棵树。

由于种的规范好看，韩
庚荞小朋友的树得到了周围
小朋友的赞扬和羡慕，纷纷
过去“取经”学习，“希望我的
树快快乐乐长高长大，我每
年都要来看看它。”韩庚荞小
朋友说种树和做人一样，一
定要踏实认真，不能歪。

韩庚荞妈妈告诉记者，
从很小起，孩子就参加了很
多志愿活动，孩子非常喜欢
贴近自然，植树造林，保护地
球，从娃娃做起，今后会带孩
子多参加这种活动。

本报记者 吕增霞

在3月9日的植树活动中，参
加植树的小朋友们个个干劲十
足、准备充分，为原本空旷的荒野
上栽种了一行行来日的希望。

一个正单独向坑内填土的小
姑娘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周围没
有任何大人陪同。通过聊天得知，
原本送她过来植树的父母由于汽
车爆胎不得不去修理，无法前来
参加植树活动，并将她托付给了
朋友一同照顾。小姑娘骄傲地说：

“种树的大部分过程都是我自己
独立完成的。但由于现在天还不
够暖，向下挖土的时候有点硬，不
好挖，我的小伙伴和她的妈妈也
过来帮了我。”谈及感受时，她高
兴地说：“我每年都来，但是今年
是第一次在没有父母帮助下完成
的种植，觉得自己长大了。既有自
己完成任务的成就感，又得到了
朋友的帮助，很开心。”

本报见习记者 安瑾

活动现场，一位父亲带着两
个孩子来植树，妹妹年纪比较小，
还不会说话，但也懂事地拿着小
铲子有模有样的帮忙。哥哥则是
一副小大人的样子不断忙碌着，
一会儿看看小树有没有歪，一会
儿帮忙把土踩实。哥哥贴心地在
怀里为妹妹揣了一盒牛奶，并且
在妹妹喝完后又小心收回了怀
里，他告诫妹妹：“我们要爱护环
境，不能只是出来种树，也要在平
常的一举一动间保护我们的地
球。”虽然话语青涩，但是那份温
柔和细心却让人动容。父亲大多
只是在旁边进行指导，偶尔伸出
援手：“男子汉嘛，想锻炼锻炼他
的动手能力。对现在的小孩子来
说这种机会是非常难得的。平常
我工作忙，每个周末他不是赖床
就是玩手机。今天我特意请了假，
既能跟孩子一起制造自己的回
忆，又能为绿化环境出自己的一
份力，很有意义。”

本报见习记者 安瑾

格植树小故事

种下人生第一棵树

与它共同成长

首次独自植树

十分有成就感

创造专属回忆

是有意义的事

植树现场，一个三口之家引
起了记者的注意，母亲将女儿搂
在怀里，不断给女儿调整着更舒
适的姿势，小孩子则无忧无虑地
伏在她肩头酣睡，年轻的父亲种
完树后，在一旁认真写着心愿
卡。据了解，女儿还不足周岁，父
母这次来是想为女儿种下一棵
和女儿同岁的许愿树。“孩子今
年肯定不记事，但可以以后每年
都带他过来看看，这是她爸爸亲
手在她周岁前给她种的树，寄托
着为人父母对儿女最真诚的祝
愿。”心愿卡上则留下了年轻父
亲温柔的笔迹，“希望女儿和小
树可以一起茁壮成长。”

除了父母代写，记者看到更
多的是孩子自己书写的心愿卡。
上面的字迹或者歪歪扭扭，或者
用拼音替代，却都寄托了孩子美
好的愿望，“希望小树和我一起
成材。”“希望我们的天更蓝，空
气更新鲜。”还有一些充满了童
真童趣，“希望树上可以长出零
食。”“小树要加油长到一千米。”
使人望之莞尔。

本报见习记者 安瑾

小小心愿卡

传递大温暖

10岁的韩庚荞小朋友在
爸爸妈妈的指导下种下了人
生第一棵树。

植植树树现现场场的的小小朋朋友友在在
搬搬运运树树苗苗，，干干劲劲十十足足。。 本本
报报记记者者 任任小小杰杰 摄摄

和和妈妈妈妈一一起起为为小小树树写写下下一一个个愿愿望望。。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段段学学虎虎 摄摄

孩孩子子们们成成了了植植树树的的““主主力力军军””。。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段段学学虎虎 摄摄 小小朋朋友友们们在在心心愿愿卡卡上上写写下下了了自自己己的的名名字字和和愿愿望望。。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任任小小杰杰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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