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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关小学 三 （3）班 谈恪

假期，我参加了“今天我做国土小记者”活 每一寸土地都比黄金还宝贵。而在捺山地质公
动。一大早，大客车带着我们从扬州市国土局 园，我们一行小记者大开眼界，在这里，默默无
出发，首先来到了广陵新城信息产业基地。大 闻的石头竟然像是有生命一样千变万化、鬼斧
家围在展览大厅中间一个大大的沙盘模型前， 神工。奇妙的大自然有太多的奥秘值得我们去
认真地听讲。原来在一块小小的区域里竟然聚 探索。在祖国辽阔的土地之上，一定还有无穷
集了这么多优秀的企业。现场负责人告诉我 无尽这样的宝藏。
们，没有围墙的企业反而更有活力、更加节约
半天的活动非常充实、精彩，我们应该珍
成本、更加善于分享和融合。
惜、爱护、守卫我们的国土，为她献出生命也在
紧接着，我们跨越城市来到仪征月塘。看 所不惜。资源无价，使命无限。
小记者号 ：xjz201801923
到了已经变成“聚宝盆”的废弃矿山，我懂得了

共建同一个家园
育才实验学校 2014级3班 刘洪涛

6月25日是全国第28个国土资
源日，今天我做国土小记者，和其他
的小记者一起到广陵、仪征进行了
集中参观采访。
我们首先到了广陵新城，参观
采访了“无围墙企业群”，然后到了
仪征市月塘魏井村参观采访工矿废
弃地复垦与耕作层土壤剥离再利用
现场，最后到捺山地质公园参观采
访地质灾害防治、生态文明建设。
通过这个参观采访，我知道了
我国的土地资源是十分稀缺的，特
别是可利用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的
开采、水土流失，留下废弃土地，耕
地在不断减少。科技在不断进步，
只有发挥技术的力量，月塘魏井村
通过对废弃地的综合整治，提升土
壤有机质量，实现区域的生态环境
系统的良性循环，实现土地的再利
用。
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对于
我们小学生来说，也要为我们美丽
的家园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减少
污染从我做起，不乱堆乱放垃圾，对
垃圾进行分类，减少废物排放，从而
减少生活垃圾，减少填埋量，珍惜土
地资源，为土壤减轻负担，实现自然
资源与人类的和谐发展。
国土资源承载着万物众生与人
类文明，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
载体和物质基础。同一片土地，同一
个梦想；同一个家园，同一份希望，
让我们行动起来，共同珍惜土地资
源，建设美丽家园。
小记者号 ：xjz201800329

节约国土资源
梅岭小学 六 （3）班 任子禹

同学们，你们知道每年6月25
日是什么日子吗？告诉你们吧，是全
国土地日。
我市广陵新城开启了“无围墙
企业群”，政府集中建设各类生产、
生活配套设施，提供产品研发，金融
服务，技术检测等服务，实现资源共
享共用，这样不仅节约了土地使用，
还可以让企业之间互帮互助，连京
东，优酷此类大型企业也加入进来，
所以仅4%的土地就拥有了全市
13%的经济量。此外，广陵新城还尽
最大的力，在地下建造可用空间，极
为有效地节约了国土资源。
仪征月塘魏井村因矿藏丰富，
所以留下了一个又一个的废井矿
洞，导致环境受到了破坏。政府开展
“矿地融合”的实践，将土壤改良，改
造了上千亩的可耕地。
仪征捺山是座古火山，现在建
成了地质公园。它植被丰富，还可以
见到一些中草药，空气清新，环境极
佳，做到了天人合一。但在捆石坡一
处，曾有人为了利益，用炸药进行开
矿，使山体遭到破坏。看来，建设改
造和保护都不能忽视啊。
一路参观，我们既兴奋又感慨，
土地和时间一样，都要节约和有效
利用才更好。让我们一起节约国土
资源，共创美好未来吧！
小记者号 ：xjz201861035

争当国土资源小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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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知识记心间
江都实验小学 五 （2）班 胡行舟

6月8日，我们随老师坐车来到
了广陵新城。这里桃红柳绿、山清水
秀，有仙境般韵味。纯洁的云朵更是
给这“仙境”蒙上了一层神秘的白纱
……
很快，我们来到了江苏省信息
服务产业基地。阿姨给我们讲解了
广陵区日益发展的盛况，还看了一
部关于广陵区地下建设的视频；接
着，我们又来到了仪征市月塘镇魏
井村，村里人告诉我们，在村子的下
方，蕴藏着丰富的矿物资源。矿物资
源和可再生的资源并称为自然资
源。矿物资源是短期内不会形成的，
只有经过几百万年的时间，估计地
球才会产生新的矿物资源。
最后，我们又乘坐观光车参观
了捺山地质公园优美的景色，在恋
恋不舍中结束了这次国土资源的知
识之旅。虽然只有半天的时间，让我
粗浅地意识到了国土资源的珍贵，
但让我真心体会到了，作为祖国的
未来，身上肩负着的那份重任，那就
是从小我们就要做到节约每一份资
源，才能更好地让它为人类造福！
指导老师 ：王梅

活力土地

育才小学 六 （11）班 李天阳

增强环保意识

难忘的采访

汶河小学 五 （8）班 孙文钊

育才实验学校 2012级10班 周智博

端午节这天，我和其他小记者一起，参加了增强环保意识、
珍惜土地资源的活动。
第一站——
—广陵新城。在这里，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广陵新
城，是大家利用广陵百分之三的面积，建了这个“城”。在这个
“城”里，有妈妈们熟悉的天猫、京东等。这个“城”是这些企业的
基地。国家号召集约节约利用土地，我看见，这个城市的人们正
努力把这么多企业集中到“无围墙企业群”里，十分钦佩设计者
和建设者们！
—仪征市月塘镇魏井村。在那里，我们参观采访
第二站——
了“工矿废弃地复垦与耕作层土壤剥离再利用现场”。我被那一
片又一片望不到边的土地震撼了！由于长期开采，这里大片工
矿废弃地曾经“黄土朝天”，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现在，这里
的人们正在努力地给土地治病。
第三站，也是最让人兴奋又好奇的一站——
—捺山公园。和
城市里的其他公园不同，这里有石柱林，从没见过的我，为大自
然的神奇感慨万千。这里是大自然给我们的馈赠，我们真的应
该好好珍惜。
回到家，我问爸爸，你知道要怎么保护土地吗？爸爸说：“人
们喜欢用塑料袋，但用完就乱扔；废弃的旧手机和旧电池也不
能正确地回收利用，这些埋在土地里对土地的伤害是非常大
的。像土地复垦废弃地再利用，这就是保护土地的行为。”
我豁然开朗：土地是我们建设家园的基础，当我们心安理
得用着从祖先那里留下的肥沃土地，更应该把健康的土地交给
后人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保护好土地资源，从自身的点滴做起！

6月25日是全国土地日，就是为了保护中国的自然
资源而设立的。今天，我参加了小记者中心和国土资源
局联合举办的“我做国土小记者”的活动。
第一站，我们很快就到了江苏信息服务基地。下了
车，眼前是一排排高楼大厦，它们都靠得很近，但是每两
幢大楼上面的企业都不一样，还有几幢大楼上有两个不
同的企业。我很疑惑，为什么要这样办公呢？通过介绍，我
知道了这就是这个“无围墙企业园”的缩小图。把各个不
同的企业放在一起办公，能大大节省土地资源。随后，我
们又参观了智途科技，里面的高科技让我们惊叹不已。
—仪征月塘镇
然后，我们又坐车前往第二个地点——
魏井村。那里正在实行工矿废弃地复垦的项目。在拐入魏
井村的一条小道上边，两旁都种满了水稻，但是再往前
走，就变得寸草不生。停下车时周围已经是遍地黄土，没
有一处作物。通过工作人员的讲解，我得知了这里还正
在开垦，耕作层土壤剥离还没有完全完成，还有许多工人
在地里忙活。为了保护自然环境，政府在这里的项目规
模达1090亩，资金预算也有5669万元。
最后，我们又参观了捺山地质公园。里面的两个天
—捆石坡和大石柱让我们感到很惊奇。随
然地质景象——
后，我们就坐着大巴车依依不舍地回家了。
今天的参观采访，让我们认识到了我国现有的土地
资源的贫瘠和稀少，虽然政府已经采取了措施，但还是有
大片土地资源在被浪费。让我们一起珍惜土地资源，建
设我们的美丽家园吧！

小记者证号 ：xjz201805536
指导老师 ：曹广琴

小记者号 ：xjz201800653

守土有责

清晨，我迎着朝阳踏着清风来
到了扬州市国土局，今天，我要参加
国土局组织的“我是国土小记者”活
动，这是一场让我们了解如何利用
科学方法节约治理土地成果的活
动。我满心期待地乘上了大巴车。
第一站，我们来到了广陵新
—“江苏信息服务产业基地”，
城——
参观了智途科技，并观看了专题片
《广陵区节约集约发展之路》，了解
了“无围墙企业群”。 所谓“无围墙
企业群”是指多个公司之间不设传
统概念的围墙，大家共用食堂，宿室
等公共场所，这可以使有限的土地
上创造出10倍的产值，大大提高了
土地的利用价值。我们还了解了“地
下城市”，扬州目前已有地下城市近
100万平方米，它们用以生活，购
物，饮食等等，大大缓解了地上土地
使用压力，紧急情况时还可以用作
防空洞，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
产安全。瞧，新时代的人们正在利用
科技，增加地上地下土地的利用率。
接着，我们去了仪征的月塘镇
魏井村，昔日这里曾经是矿场废墟，
在科学编制复垦实施方案下，这里
现如今已是生机盎然。我们还去了
捺山地质公园，这里在很久很久以
前也是一片荒凉，如今不仅有大片
的“绿杨春”，还有壮观的石柱林，成
了远近有名的漂亮的旅游景点。看，
新时代的人们同时也利用科技改善
着土地，让它更充满活力。
这次活动让我受益匪浅，地球
只有一个，是我们大家的母亲，作为
子女的我们，应该更加地爱护她，让
她更加美丽，更加青春。请珍惜土地
资源，建设人类共同的美丽家园。

好、造福农民。
六月，是充满童趣的一个月，但
大家知不知道，六月还有一个节日，那
最后到达第三站——
—捺山地质公
就是每年的6月25日，是全国土地日，是
园，参观采访地质灾害防治、生态文明
为了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而设立的。
建设等相关情况。通过一系列的参观采
维扬实验小学 六 （1）班 贾俊杰
又是一年国土日，我有幸参加了
访，解开我心中许多的疑问。并让我深
“今天我做国土小记者”集中采访活动。 有高度的“楼宇工厂”，不仅吸引了用地 出面积达7.5万平方米的新空间，成功建 刻感受到节约和集约利用土地，切实保
国土知识我们到底了解多少？我们怎样 体量小，达不到供地条件的中小微型企 设地下休闲购物等多功能的综合体。并 护耕地，加强资源管理和提高资源利用
保护土地？国土空间规划又是一种怎样 业入驻，又解决了“落地”难题，实现了 被入选为全国首批国土资源节约集约 效率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应该意识到，
的概念？保护耕地需要从哪些方面进行 资源共建、共用、共享，促进了企业的集 “四个创新”示范点。创新永不止步，以 “珍惜土地资源，建设美丽家园”的重担
保护呢？人地矛盾日趋严重怎样合理解 群发展。节约了土地，又提高了效率。还 示范带动全局，广陵新城一定会更加繁 即将落在我们的肩上，我们要从点滴做
决……带着一系列关于土地的好奇和 有“多规合一”打造有广度的“产城融 荣。
起，努力学习知识，才能为扬州建设贡
随后到达第二站——
—仪征月塘镇 献力量。
疑问，开启了我的探索之旅，近距离体 合”新区，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态空间
验与感受土地资源珍惜和保护意义。 山清水秀，生活空间宜居舒适，还带动 魏井村，参观采访工矿废弃地复垦与耕
这次活动特别有意义，丰富的行程
首先，我们随着大巴车前往广陵新 了周边房产、购物、娱乐等一批产业发 作层土壤剥离再利用现场。通过现场工 安排，使我了解了许多国土知识，让我
—江苏信息服 展。在面对日益突出的土地资源供给矛 作人员介绍得知，这是对特殊丘陵地貌 受益匪浅收获满满。“珍惜土地资源，建
城，对“无围墙企业群”——
务产业基地的情况进行了采访。为优化 盾时，广陵新城又进一步提高了空间利 耕地资源的不足而展开的项目。通过技 设美丽家园”，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争
土地利用布局，扬州打破以往“一家一 用率，率先运用了地下空间开发“跳仓 术专家，将历史遗留地的开垦和再利 做守土有责的小卫士。
小记者号 ：xjz201813363
块地”、“一企一围墙”的建设模式，打造 法”，打造出了最深在15米的地下，开掘 用，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