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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公望隐居地多措并举全力打造“无废景区”

为“美丽富阳”添砖加瓦

本报讯（通讯员 蒋乐安）11 月 20 日，富阳区实验小学五
（3）班彩虹小队的同学们来到黄公望隐居地开展“无废城市”主
题实践活动。

在景区讲解员带领下，小队员们进入黄公望纪念馆，观看
关于《富春山居图》传奇历史影片，欣赏《富春山居图》复制品，
感受“无废景区”浓厚的艺术氛围。

随后，小队员们积极参与树木防护实践活动，为景区树木刷
上一层“防护衣”——石灰水。讲解员告诉大家，由于石灰水的特
殊成分，可以有效帮助树木防蛀防冻，同时减少农药的使用，促进
林业生态化，这也是参与“无废城市”的重要内容。

活动结束后，大家纷纷表示，“无废城市”和大家息息相关，
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树立“无废”理念，从垃圾分类等小事做
起，形成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实验小学五（3）班彩虹小队
沿着公望足迹 践行“无废”理念

本报讯（通讯员 邬陈宣瑄 汪雨琦）11月20日下午，富春二
小春晖中队的同学们来到富阳黄公望隐居地开展“无废城市”
主题实践活动。

走进黄公望景区，周围竹木青翠，枫叶似火，层林尽染。
在竹树环合之间，一潭碧绿的水在轻柔荡漾，好一幅“寒山转
苍翠，秋水日潺湲”的美景图。同学们深切感受到“无废”“绿
色”之美。

而后，同学们开始进行“无废”体验活动，为大树刷上石
灰水，让树木在冬天不受寒冷的袭击和各种虫子的侵扰。原
来，不用农药，也可以保护大树，践行“无废”理念。实践活动
完成之后，同学们佩戴上“无废城市”小徽章，争做“无废”先
行者。希望大家都行动起来，让我们的城市更美丽，让我们
的地球更健康。

■富春二小五（2）班春晖中队
感受“无废”之美 争做“无废”先行者

本报讯（通讯员 沈天佑）11月20日下午，富阳区实验小学
五（3）班繁星点点小队的同学和家长们来到富阳申能固废环保
再生有限公司，参加“无废城市”实践活动。

到达厂区后，同学们被整齐的厂房和治理污染的高科技设
备所吸引。危险废物在这里华丽转身，通过原料收集、密封带
传输、烘干焙烧熔炼等一系列工序，经过循环综合利用，成为颇
具价值的金属材料和其他衍生材料，真正践行了“无废城市”的
理念。

再看看我们生活的城市，随着经济发展，产生的生活垃圾
越来越多，日积月累，这将是一个骇人的数据。队员们纷纷表
示，要“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用实际行动推广“无废”理念，
共享绿色健康生活。

■实验小学五（3）班繁星点点小队
共创“无废城市”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

本报讯（通讯员 华泽瑞）“细节在于观察，成功在于积
累”。11月20日下午，富春五小五（5）班小蜜蜂假日小队来到
富阳申能固废环保再生有限公司，参加“无废城市”主题活动，
学习“无废”知识。

一走进公司展厅，同学们就看见整个公司的模型沙盘静
立于右侧，左侧是布满整面墙的电子数据屏。在这里，大家初
步了解了危险废物由废变宝的旅程。

听完讲解，同学们又跟着工作人员，沿着危险废物变废为
宝的旅程进行了“实地考察”。去完车间，回到展厅，感觉电子
屏幕上的数据和图片一下就都能串联起来了，让人不由感叹
科技的神奇。

迎着夕阳，同学们带着满满的收获，结束了一天美好的活
动旅程，“无废城市”理念也深埋心间。

■富春五小五（5）班小蜜蜂小队
携手共创“无废城市”

“无废城市”建设——优秀示范点典型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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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在秋天远行
当桂花香气四溢，树叶准备更换着装的

时候；当大雁南飞，菊花傲放的时候，秋天已
经在不知不觉中来到了我身边。

秋雨过后的清晨，一片银杏叶轻轻地推
开窗户，飘入了我的房间，将我唤醒。我兴奋
地跑下楼，在秋日阳光的照耀下，迫不及待地
想要去看看老家——福建尤溪的银杏世界。

我抬头仰望着银杏树，那高大的如同撑
天的树杆，直冲云霄。银杏叶渐渐由绿变黄，
再由浅黄变成金黄。银杏叶子非常光滑，光

滑到让人觉得像打过蜡。那金灿灿的叶子在
阳光的照射下，发出耀眼的光芒。我捡起一
些落叶，仔细看，像一把把橙黄的小扇子，一
阵清风吹过，小扇子们在空中翩翩起舞，像一
只只美丽可爱的蝴蝶，格外漂亮。凑近闻一
闻，便会闻到凉凉的秋意。仰望着泛着金光
的银杏叶，我的眼睛渐渐朦胧了。透着阳光，
我仿佛看到了银杏叶变成一个个小精灵，在
阳光下、树枝上尽情地玩耍嬉戏……

老家的秋天是调皮的。风儿在奔跑着，

吹落了无数片银杏叶，无数的银杏叶织成了
一块金黄的松软地毯，把大地装扮得格外靓
丽。孩子们在“地毯”上放风筝，在银杏树下
捉迷藏，嘴里甚至叼着狗尾巴草躺在成片的
银杏叶里，阳光懒洋洋地照在身上，好不惬
意。老家的人们成群结队地走向郊外，去欣
赏美丽的秋。

我喜欢这充满凉意又带点温暖的秋天，
喜欢这充满魔幻变化着的秋天，因为我爱家
乡的秋天，所以不愿在秋天去旅行。

东吴小学四（8）班 叶俊辰

寻秋
炎热的夏天拖着长尾巴过去了，懒惰的

秋天也磨磨蹭蹭地来到了我们身边。
在新登镇黑山顶的田野旁，我找到了秋，

它躲进了郁郁葱葱的辣椒中。啊！推开车
门，耳畔响起了一阵阵悠扬的萨克斯音乐。
抬头仰望，目之所及无一处不是红似火的小
辣椒，在温柔的阳光照耀下，多像迷你版的小
灯笼，秀色可餐。一阵微风吹过，我的黑纱裙
荡漾了起来，那整个可爱的辣椒群也荡漾了
起来。

在黑山顶的山间，我又找到了秋，它躲进
了那一根根沉甸甸的高粱头里。瞧，红红的
高粱头那么喜庆，走在狭窄的小路边，置身其
中，小脑袋瓜探进高粱丛中，忽然发现一个小
生命隐藏在粗壮的高粱根下，再仔细一瞧，好
美呀！红灰相间的小翅膀扑扇几下，优雅地
展开身姿隐隐约约地穿梭在高粱丛下，伪装
得真好。查了一查，原来这小家伙就是调皮
的高粱蝴蝶，是它，点缀着高粱；也是它，给这
块土地又添加了一丝生气。

沿着梯田的步道，层层向上走。进入眼
帘是几个红色蒙古三角包，哦，原来是由秸秆
堆出的草垛，周围簇拥着淡雅的菊花，微风
中，农作物和花香融化在一起的气味儿钻进
鼻中，让人陶醉不已。“咔嚓”，拍上几张图片，
定格这个瞬间，真是让人太满足啦！

我找到了秋天的杰作，是什么？是让人
满心欢喜的丰收，是让人沉浸其中的花香。
秋天，你虽然姗姗来迟，但我还是寻觅到了你
的足迹。

富春八小五（2）班 华茵

老家的秋天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大多数诗人笔下的秋天是苍凉的，但是我和
刘禹锡的想法一样，觉得秋天是阳光灿烂的，
甚至比春天更美好。在这个季节里，我和爸
爸妈妈一起回了老家——诸暨。

下午，我在村里溜达着。走着走着，来到
了村头的小桥边。咦？这棵大树下怎么一个
人影都没有了？几个星期前的暑假里，树下
满是人，抢个座都要费九牛二虎之力。一阵
秋风吹来，只穿了一件T恤的我瞬间感受到
了凉凉的秋意。我明白了，老家的秋天顺着
凉凉的秋风而来。

又走了好一会儿，我来到了田埂边。收
割机发出“轰轰轰”的响声，不停地在田里穿
梭。收割机前进的时候，一丛丛立着的水稻
从收割机的“嘴巴”卷进去，又从它的“屁股”
后面退出来，最后只留下了秸秆部分，整整齐
齐地铺在田地里。稻谷则留在了机子里，继
续和更细小的秸秆分离，然后传送到出口处
等待被装进麻袋，一些人在田埂上说笑道：

“哎呀，水稻种得这么好，麻布袋都要不够用
啦。”我明白了，老家的秋天是跟着收割机一
起来的。

傍晚，我又问：“妈妈，妈妈，天都这么黑

了，怎么还不吃晚饭啊？”“现在才五点，晚饭
要过一会儿。”妈妈回答。“起床了，起床了！
都七点半了”妈妈一边说着，一边掀开被子一
角。我立刻把被子盖回到身上，“我刚刚看
过，天还没多亮呢！怎么可能七点半了呢？”
可是一看时间，还真的是七点半了。奇怪，天
怎么亮得这么慢，难道这两天的太阳想“早睡
晚起”？后来，看了地理书才明白了：秋天来
了，白天会变短，黑夜会变长。可这件事情我
在市区怎么没有发现呢？

我喜欢老家的秋天！

富春六小四（6）班 余凌逸

“无废城市”建设 我们在行动

见习记者 王群芳通讯员 沈菲

创建“无废城市”从培育“无废细胞”开
始，景区就是组成“无废细胞”的一个重要单
元，打造“无废景区”自然是重要一环。黄公
望隐居地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省级森林公
园、浙江省生态旅游区、浙西美丽生态景区、
浙西生态养生旅游目的地，核心面积 333 公
顷，森林覆盖率高达96.5%，是个名副其实的

“森林氧吧”。在“无废景区”建设的道路上，
黄公望隐居地多措并举，切实推进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用实践向
人们展示了一个饱含诗画气息的“无废景区”
样本。

智慧旅游 环保便利双升级
黄公望隐居地积极贯彻落实信息化、数

字化发展要求，大力推动智慧旅游建设。景
区内设有快盈小程序线上购票系统、“一卡
通”线下智慧购票系统、语音导览系统等多个
数字化系统，同时大大提升游客体验和旅游
品质。据相关负责人介绍：“景区于 2019 年
起，开始实施线上线下票务系统，推行电子门
票。现如今，电子门票使用率达100%，真正
告别纸质票时代；景区地图、景点介绍内容全
部导入语音导览系统，游客只需打开‘杭州黄
公望隐居地’微信公众号就能获得详细的游
线布置以及景点语音介绍，大大减少了宣传
折页的使用。”今年，景区更是推出富春山居·
数字诗路文化体验馆，该馆以“富春山居”为
主题，拥有AI短视频智能生产、AR、全息投
影、云上展馆等最新互动科技，是一座拥有大
数据基因的诗意场馆。

保护为主 多措并举打造“无废景区”
自富阳全面启动全域“无废城市”创建工

作以来，黄公望隐居地积极响应，在组织管
理、生态维护、固废管理等多方面开展进一步
整改升级。据景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景区始
终秉承保护为主，开发利用为辅的理念。目前
已切实实施多项举措，景区内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农药管理
条例》治理病虫害，采取物理防虫，实现农林废
弃物零产生。同时，景区内设有数量充足的垃
圾箱，实行垃圾分类制度。”除了一系列看得见
摸得着的具体措施之外，景区在提升员工意识
方面也是下足了功夫，多次开展“无废城市”相
关知识培训，让员工了解创建工作的主要内
容，并将“无废”理念融入日常工作中。

生态优势 有效宣传“无废”理念
主题海报、教育讲解、公益活动……黄公

望隐居地采取多种方式，结合其独特的自然
优势向游客群体传播“无废”理念。“景区每年
会组织以‘无废城市’为主题的社会公益活动，
通过植物科普、生物防虫等活动做好宣传。”据
景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得益于其得天独厚的
生态环境，人们能更直观地感受到“无废城市”
建设的意义，从而提升环保意识，景区内部营
造出人人环保、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

景区相关负责人表示：“黄公望景区将持
续开展‘无废’行动，坚持发展智慧旅游，发挥
作为4A景区对游客的宣教功能，为‘无废景
区’的建设夯实基础，为“美丽富阳”添砖加
瓦，助力‘无废城市’建设。”

黄公望景区

11月的小记者活动微信中，风铃图片精
致，但有一个地方耐人寻味——线松了。这
使我很兴奋，我觉得我可以做得更好！便信
心满满地让妈妈报了这个活动。

活动在报社 17 楼，走进教室，我随便拉
了一把椅子坐下，玉米姐姐便开始上课了。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彩虹挂件。三色的棉
线，下面挂着可爱的米色流苏，两颗大小不同
的木珠下还绑着祈福布条，看着，就很治愈。
颜色也有很多种，最大众的“红黄蓝”，紫色少
女的“紫粉黄”，清新的“蓝浅蓝黄”。

看过教程后，我觉得“so easy”，选好了自
己觉得最好看的配色“紫粉黄”。领了材料

包，有胶水、九根粉棉条、三根长短不同的定
型条、三色棉线和一根大头针，每张桌子配了
两把剪刀。我拔开胶水的盖子，便开始做了。

第一步是，用三根米色棉条裹住最长的
那根定型条，挤出适量的胶水加固。以此类
推，剩下的两根定型条被包住，等干，就可以
做下一步了。不过，这过程也不怎么顺利。
做第二根时，胶水实在粘不住棉条，我便用大
头针戳。可是这手工胶很稀，大头针粘了胶
拔出来都能拉丝了。

等胶水彻底干透，第二步终于可以进行
了。用彩色棉线缠绕着定型条，一圈一圈
绕。我抽出材料包里最长的那一根紫色棉

线，用左手大拇指摁住棉线一端，右手开始将
棉线缠绕。缠到一半，我才发现不对劲，紫色
的线不够长了！怎么办？我只好将前面多余
的线头剪下，绕到后面的一段定型条上。

一会儿，三根定型条都被我用彩色线绕
着裹起来了。渐变的颜色真是可爱极了。

最后是组装的过程。把三根缠着彩色棉
线弯曲，做成彩虹状，用胶水固定住。用大头
针在“彩虹”最上方戳一个洞，把最后一根很
长的米色棉条穿进打个结，就可以穿进大小
两颗珠子，绑上祈福布条，就完成啦。

可乐姐姐给我们所有人挨个拍了照，与
“彩虹”合了影，回家挂“彩虹”去咯。

手工DIY·彩虹挂件 富春八小五（4）班 徐一宸

小记者手工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