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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不用用再再等等啦啦，，三三月月咱咱一一起起植植树树去去
三条线路等你选择

线路一：
莱芜雪野农博园

费用：大人 80 元/人，孩子
70 元/人(包含：来回大巴车费
用、保险、农博园门票费、一个
家庭一棵树苗、提供植树工具。

活动流程：早上统一乘车
从济南市区出发，到达莱芜雪
野农博园后，在活动地点集合，
领取树苗和植树工具，以家庭
为单位植树，合影留念。随后可
以自由参观农博园内的各类开
放景点，自由参加亲子运动会，
下午集中乘车返程。午餐不统
一安排，景区内有雪野山庄可
以用餐，比较方便，人均标准
30 元左右。

线路特色：让孩子为春天
增加一抹绿色，增加环保意识，
体验劳动的乐趣；感受雪野农
博园开春之旅，可以见识很多
热带植物、热带水果与奇花异
草；在雪野农博园可自由参加
亲子运动会：拔河、跳绳、转呼
啦圈、素质拓展电网、踩气球，
景区提供活动用具。

线路二：
济南水帘峡风景区

费用：大人 80 元/人，孩子
40 元/人(包含：来回大巴车费

用、保险、景区门票费、景区水
上乐园费用、一个家庭一棵树
苗、提供植树工具)

活动流程：早上统一乘车
从济南市区出发，到达水帘峡
风景区后，在活动地点集合，领
取树苗和植树工具，以家庭为
单位植树，合影留念。随后可以
自由参观水帘峡内的各类开放
景点，在水上世界活动，也可参

加团队亲子活动，下午集中乘
车返程。午餐不统一安排，景区
内有饭店可以用餐，比较方便，
人均标准 30 元左右。

线路特色：原生态特色与
人文气息相结合，划分水韵奇
石、生态养生、娱乐休闲、宗教
文化、户外探险五大园区；高山
深峡成就了泉城第一大瀑布
群，石画天成造就了济南唯一

泰山石画园；神泉圣水铸就了
“泉城之巅，趵突之源”的美誉；
水帘峡是山东第一桃花水母发
现地，被誉为泉城原始植被保
存最好的原生态风景区。

线路一二注意事项：报名
时请结合自己的身体状况进行
报名。线路一二每次发团 37 人
成行。欢迎以班级、社团、单位
的团体形式报名。团队预约需提
前一周。活动的发起者和参加者
本着自愿参加、风险自担、责任
自负的原则参加。带孩子的朋友
一定要自己负责照顾好身边的
孩子，孩子的食品卫生以及旅
行安全由家长全面负责。

报名、咨询方式：1 . 关注
张刚大篷车微信公众号“大篷
车”，进入主页面点击右下角

“咨询报名”联系微信客服：2 .
拨 打 咨 询 电 话 ：0 5 3 1 -
85193664(请于工作时间联系)

注：因要通过人数确定包
车型号，活动需要提前一周预
交费，采用微信、支付宝转账形
式。

线路三：
济南植物园

费用：40 元(含一棵树苗
与一人免费入园)。

线路特色：如今,植物园的
迎春、金钟花、白玉兰、山茱萸

等含苞待放。大家植树后可在
竹园通幽曲径中观竹、赏别致
小筑,还可走进竹博馆学习竹
子科普知识,购买精致竹工艺
品。为了满足不同年龄段游客
的需要,植物园在游客集中区
安装的秋千、吊床、跷跷板、摇
椅等参与性设施,让游客在植
树、踏青、亲身体验回归大自然
的同时回味童年的感觉。

自驾路线:(1)燕山立交出
发：从燕山立交沿经十路东行
(309 国道)约 40 公里至鹅庄
大桥路口南行 5 公里抵达景
区。

(2)港沟收费站出发：从港
沟收费站上高速,沿济青高速
南线(G2)东行约 28 公里至章
丘(埠村)收费站下,北行 2 公
里抵达景区。

公交路线 :在济南市区经
十路沿线,乘坐 K301 到达鹅
庄路口站下车,沿埠村路南行
200 米到达南凤村站换乘章丘
10 路公交车至济南植物园站
下车。

报名咨询电话 : 0 5 3 1 -
80950800、80950822 手机:
15966680312

报名收费方式:
1 、可通过关注济南植物

园管理处微信公众号进行报名
缴费。2、趵突泉北门年票办理
点报名缴费。

漫漫谈谈植植树树节节和和植植树树

三三棵棵针针叶叶树树和和两两棵棵阔阔叶叶
树树，，会会意意为为““森森林林””。。中中国国植植树树节节
的的绿绿色色节节徽徽，，直直观观道道出出树树的的好好
处处和和植植树树的的意意义义。。年年年年全全中中国国
人人人人动动手手植植树树三三到到五五棵棵，，也也是是
它它的的示示意意，，以以及及植植树树节节的的相相约约。。

11998822 年年的的植植树树节节，，邓邓小小平平
在在北北京京玉玉泉泉山山垂垂范范，，种种下下全全民民
义义务务植植树树运运动动的的第第一一棵棵树树。。节节
择择此此日日，，因因这这一一天天是是孙孙中中山山先先
生生逝逝世世纪纪念念日日。。中中国国最最早早的的植植
树树节节始始于于 11991155 年年，，正正是是孙孙中中山山
先先生生大大力力促促成成。。

一一棵棵绿绿树树值值几几何何??曾曾有有外外国国
学学者者把把一一棵棵 5500 岁岁大大树树的的生生态态价价
值值换换算算成成金金钱钱，，权权作作参参考考：：包包括括
造造氧氧 33 .. 1122 万万美美元元，，吸吸收收有有害害气气
体体、、防防止止大大气气污污染染 66..2255 万万美美元元，，
土土壤壤增增肥肥 33 .. 1122 万万美美元元，，涵涵养养水水
源源 33 .. 7755 万万美美元元，，作作为为动动物物栖栖息息
地地 33 .. 1122 万万美美元元，，产产生生蛋蛋白白质质
22550000 美美元元，，不不计计花花果果和和木木材材，，总总
计计创创值值 1199..66 万万美美元元。。

专专家家说说，，没没有有了了森森林林的的前前
景景之之一一，，大大约约 445500 万万个个生生物物物物

种种会会不不复复存存在在。。
植植树树节节成成果果多多少少??11998811 年年

起起的的 3300 年年里里，，中中国国有有 112277 .. 33
亿亿人人次次参参加加义义务务植植树树，，累累计计植植
树树 558888 .. 9966 亿亿棵棵，，中中国国森森林林覆覆
盖盖率率由由 1122%% 增增至至 2200 .. 3366%%。。

因因气气候候差差异异，，不不限限于于植植树树
节节，，中中国国植植树树的的时时节节其其实实因因地地
而而异异。。不不过过，，在在春春阳阳煦煦暖暖、、春春雨雨
滋滋润润的的清清明明前前后后植植树树，，其其实实本本
是是中中国国自自古古以以来来的的传传统统。。

《《礼礼记记》》有有言言，，孟孟春春之之月月，，盛盛
德德在在木木。。古古时时即即有有““植植树树””君君命命
行行于于天天下下。。比比如如，，秦秦始始皇皇曾曾令令道道
旁旁植植树树，，唐唐开开元元时时下下令令各各地地通通
衢衢种种行行道道树树以以荫荫蔽蔽行行旅旅。。宋宋元元
明明清清历历朝朝都都有有植植树树护护林林的的赏赏罚罚
制制度度。。

植植树树爱爱树树，，也也是是见见于于诗诗词词
的的中中国国古古代代文文人人的的情情怀怀。。东东晋晋
陶陶渊渊明明归归田田园园居居的的宅宅所所，，有有““榆榆
柳柳荫荫后后檐檐，，桃桃李李罗罗堂堂前前””，，唐唐时时
柳柳宗宗元元身身为为““柳柳州州柳柳刺刺史史，，种种柳柳
柳柳江江边边””，，白白居居易易《《东东坡坡种种花花》》述述

““持持钱钱买买花花树树，，城城东东坡坡上上栽栽””，，更更

不不意意成成就就 220000 多多年年后后苏苏轼轼““东东
坡坡居居士士””之之名名。。

宋宋洪洪迈迈《《容容斋斋随随笔笔》》记记载载，，
““苏苏公公谪谪黄黄州州，，始始自自称称东东坡坡居居
士士，，详详考考其其意意，，盖盖专专慕慕白白乐乐天天而而
然然。。””当当年年，，苏苏轼轼筑筑东东坡坡雪雪堂堂，，周周
栽栽柳柳、、桑桑、、枣枣、、栗栗等等木木，，有有记记““去去
年年东东坡坡拾拾瓦瓦砾砾，，自自种种黄黄桑桑三三百百
尺尺””。。后后来来，，他他任任职职杭杭州州，，疏疏浚浚西西
湖湖筑筑堤堤，，““植植芙芙蓉蓉、、杨杨柳柳其其上上，，望望
之之如如画画图图””，，这这就就是是至至今今犹犹存存的的
西西湖湖十十景景之之一一““苏苏堤堤春春晓晓””。。

正正是是前前人人栽栽树树，，后后人人乘乘凉凉。。
植植树树节节和和植植树树，，旨旨在在为为今今人人、、更更
为为后后人人造造福福。。由由此此看看来来，，今今年年植植
树树节节主主题题““拥拥抱抱春春天天，，播播种种绿绿
色色””，，应应该该不不止止于于再再多多种种些些有有形形
的的树树木木，，也也在在于于无无形形的的绿绿色色生生
态态理理念念和和财财富富，，于于正正在在来来临临的的
这这个个春春天天，，或或者者每每个个春春天天，，尽尽早早
播播种种和和积积累累。。

植植树树节节不不止止于于植植树树

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
植树节无非就是植树。在这
种观念的支配下，扎堆植树，
只管植树不管护树，一边植
树一边毁树等现象就容易发
生，使得植树节被形式主义
所侵蚀，饱受诟病。在这种现
实背景下，于公众的心田上
播种下生态文明理念，拓宽
植树节活动范围，激发植树
节的活力，的确有必要。

植树节除了植树，我们
还可以做更多。在一些街边，
在一些公园里，常常有这样
的情景：树木被商家们充分
利用，被五花大绑挂上彩旗
宣传单；两棵相邻的小树是
晾衣架，它们纤细的腰肢艰
难地支撑着不能承受之重；
绿油油的草坪是床铺，让新
长好的草儿无力地贴着地
面；娇艳的茶花被人折下，只
剩下光秃秃的枝丫；还有花
坛里的那些无名的小花们所
剩无几……如果我们对这种
情景总无动于衷，却又偏偏

爱在植树节忙于植树，这不
是正在重复着类似“叶公好
龙”一样的故事吗？很明显，
护树与植树是相辅相成的。
用心去呵护身边的大树小
树，花花草草；以自己的务实
行动为榜样，影响带动他人
爱护花草树木；用委婉得体
的语言，劝说他人“手下留
情”，留住花草树木——— 如此
这般，其贡献不一定就逊色
于亲手去植树的贡献。

当然，植树节当天，我们
还可以在室内或楼顶上培育
小植物，把绿色带到每个角
落，让绿色常在；我们还可以
参与造林绿化宣传，鼓励公众
与毁坏林木、破坏生态的行为
作斗争；我们还可以从自身做
起，倡导公众节约用纸、节约
用电、少使用一次性筷子、少
开车出行……期待在更多活
动形式的作用下，生态文明理
念能植根于公众心灵中，成为
他们绿化大地，美化环境，优
化生活的内在动力。

早春三月，草长莺飞，冬天的寒意还未褪尽，春天带着绿色的
气息已向我们走来。增绿爱绿护绿，建设美好家园，2017 年 3 月 12
日是我国第 39 个植树节,值此植树节来临之际,本报为您提供两个
主题植树活动，欢迎您带上家人、孩子，加入低碳环保的绿色生活
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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