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物换物 变废为宝

小记者!刘雨龙 编号!

!"##

学校!周口闫庄小学五"

$

#班

!奉献爱心"和!换物"是多么神圣而又神秘

的两个活动呀
!

我带着强烈的好奇心#终于等来

了星期六的晚报小记者爱心捐助和换物活动$

初冬的早晨虽然很寒冷# 但我们小记者在

老师的带领下早早地就来到爱心捐助场地%%%

周口人民公园$我把我的旧衣服&旧书包全部捐

了出去#还捐了很多书$灾区的小朋友有的没有

衣服#有的没有书籍 #有的连爸爸妈妈都没有

了#好可怜呀'希望大家都能献点爱心来帮助他

们$

接下来是换物活动$ 我先抢占一个最有利

的位置#然后把自己的!商品"摆放在桌布上$这

时换场已经人潮涌动了#!上帝们" 的眼睛东瞅

瞅西看看#问东问西就是不!上钩"#我十分着急

看着别人换了一样又一样的东西# 我急得直跺

脚$ 没办法了#我要改变策略%%%主动进攻$ 我

让妈妈先在!大本营"驻守#我去侦察交换情况$

换什么好呢(我一路扫描#还没看到我心仪的东

西#这时就听妈妈喊)!儿子#有小朋友给你交换

来了$ "!来了$ "我欢快地答应着$ 原来是一个

小朋友用他的钱包想换我的溜溜球$ 我看看他

的钱包还蛮不错的#就爽快地答应了$我手中拿

着钱包心里像吃了蜂蜜一样甜$ 一会我又换了

几本我没看过的书#今天的收获可真大啊'

通过今天的活动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让

大家用自己没有用的东西变成别人有用的东

西#变废为宝#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另外就是我

们不论做什么事情都不能急躁# 要有耐心和信

心$

献爱心 从我做起
小记者!孔皓昕 编号!

%&$&

学校!周口七一路二小四"

&

$班

自从知道
""

月
"#

日周口晚报和爱佑公益

要组织小记者捐书捐物后# 我就让妈妈把我不

穿的棉衣收拾了一大包# 我又从书柜里选了一

些看过的课外书籍#一起带到了周口人民公园$

活动还没开始# 公园门口就挤满了许多晚

报小记者和家长# 他们提着大包小包的衣物早

早就赶到这儿$

晚报的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了这次捐衣物

是向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小同学们捐的$ 原

来#那里是山区#灾害不断#贫穷落后#冬天已经

到了#可是小同学们都还没有过冬的衣服$我们

生长在优越的环境中#吃穿不愁#冬天刚到#爸

爸妈妈就给我们备好了厚厚的棉衣和棉鞋#根

本不知道还有买不起棉衣受冻的同学$ 捐书的

时候本来我还不太舍得# 因为那些书都是爸爸

出差时给我买的$可是听了工作人员的讲解后#

我知道了我们捐的书能让农村的孩子和城里的

孩子一样有课外书读#丰富他们的知识#我觉得

这挺有意义的$

通过这次活动# 使我明白了社会是个大家

庭#有困难大家都应该伸出温暖的手帮助他们#

奉献自己的一点爱心#温暖整个大家庭#让那些

受冻的同学和我们一样#也能过个温暖的冬天$

书香暖童心

小记者!朱步元 编号!

"$'"

学校!周口六一路小学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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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在周口人民公园#小记者排着

整齐的队伍#背着大包小包的衣服#手里还拿着

一本本图书# 到爱佑公益捐物点奉献自己的爱

心$

场面好热闹啊# 小记者们亲手将自己要捐

献的物品放进捐助箱#将自己不看的书#不穿的

衣服捐献给那些家境贫穷&生活困难的儿童#同

时#也将自己的爱心献给了远方的朋友$

俗话说#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意重$ 这次活

动不仅让生活困难的留守儿童有书看&有衣穿#

更体现了小记者们真诚的爱# 小记者们用书香

去抚慰那些需要帮助儿童的心灵# 用实际行动

表达了对社会的关爱#传递了人间温暖$

换物活动&换出精彩

小记者! 谭世龙 编号!

"%"!

学校! 周口市直一中七 %

%

$ 班

""

月
"#

日上午# 周口晚报和周口

爱佑公益志愿者协会在周口人民公园

联合举办了大型献爱心捐助和换物活

动$

当日上午
$

点半 # 我提着大包 &

小包 *衣服和书+ 赶上公交车# 匆匆

来到活动地点$ 主题第一项是捐衣物$

我比较幸运# 站在男生中第一列第
%

名# 所以# 很快# 就轮到我了$ 我告

诉了登记人员自己的姓名及联系电话#

然后就把装衣服的包裹递给了工作人

员# 幻想着四川灾区的小朋友拿着我

捐的衣物和书# 在校园里快乐地奔跑

着# 想到这我开心地笑了$

第二项正是我所急切盼望的换物

活动$ 我在男生一列迅速找到了自己

的摊位 # 掏出了
%

本书摆放在上面 $

不一会儿# 来了一个女生# 她在我的

摊位前认真地翻看那本曾经让我费尽

心思的 ,猜谜星球-# 我向她详细介绍

这本书的内容# 然后她拿了一本 ,中

国少年儿童- 与我互换 # 交易成功 $

有了第一次的成功 # 我信心大增 $

,冒险小虎队- 和 ,神奇的宝贝- 都被

我恋恋不舍地送走了$ 看着我新交的

小朋友拿着曾经属于我的书# 欢喜的

样子# 我也开怀大笑起来$ 再看一下

我换来的 !宝贝儿"# 名叫 ,惊恐小虎

队-# 这本书惊险刺激# 又充满了智慧

和趣味$ 嘿嘿# 好爽呀' 这些换来的

宝贝儿让我爱不择手$

在此 # 我感谢这一次爱心捐助

活动的发起人 # 感谢社会上众多的

爱心人士 # 也感谢曾献出过爱心的

小记者们 $ 是你们让这些需要帮助

的人感受到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

暖 '

换物新体验
小记者! 赵蕾 编号!

"&('

学校! 周口六一路小学六 %

%

$ 班

当我听说这次的小记者活动是

互相交换物品时 # 别提我多期待

了 $ 之前只看过别人交换物品 #

不但可以交到好朋友 # 还可以换

到自己想要的物品 $ 而现在 # 我

也可以体验一把了 $ 你说我能不

期待吗 (

活动的地点就在环境优美的周

口人民公园# 满以为我和妈妈会是最

早到的# 没想到等我们到那里时# 那

里已经围得水泄不通了$

我把准备好的东西放在了摊位

上$ 这时 # 有一个女孩要和我换闹

钟# 我就到她的摊位上去挑选$ 可是

那些物品都不是我想要的# 但是又不

好意思拒绝就胡乱选了一件
&

恤 $

当交换了之后# 我就后悔了$ 唉' 要

是当初拒绝了就好了' 好在我后来吸

取了之前的教训 # 当别人和我交换

时# 我先考虑一下# 如果我不需要#

就委婉地拒绝# 再后来我也主动和别

人交换了# 真是太有趣了'

一直在忙着和伙伴们换物 # 却

忘了妈妈 # 当我抬头寻找她时 # 却

看见妈妈面带笑容对着一部摄像

机# 用她那不是很地道的普通话头

头是道地说起来 ) !嗯 ' 这次活动

锻炼了孩子与他人的沟通能力 # 增

进了孩子们之间的友谊 # 还能享受

换物之后的乐趣# 真是一举三得 '"

对呀 # 妈妈说的也是我想说的 # 我

今天真是 !满载而归"'

%辅导老师! 曾喜荣$

我献爱心&我快乐

记者! 王 编号!

%!!%

学校! 周口六一路小学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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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上午 # 在我的期

待中 # 终于迎来了本月的小记者

活动%%%大型爱心捐助和换物活

动$

当日上午
$

时
'(

分许# 捐助

活动在周口人民公园举行$ 参加活

动的小记者可真多啊# 每个人的手

中都提着大包小包# 里面装满了自

己经过精挑细选& 整理出来的自己

不穿的衣服# 同时大家也装上了自

己满满的爱心$

捐助活动结束后# 热闹的换物

活动又开始了$ 大家都把自己带来

的东西摆放在两边的地摊上# 等着

有人来交换$ 我也不甘落后地找个

地方摆了起来$ !我可以用这个玩

具换你的 ,昆虫记 - 这本书吗 ("

一个细小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我

抬头一看# 是一位娇小的女生# 我

正愁没人换呢 # 所以就立马答应

了$

随后# 我又用其他的书换了
)

本没看过的新书..

这次捐助活动不仅仅给山区

的孩子送去了温暖# 带来了快乐#

也大大地提高了我们小记者的奉

献精神与幸福感 $ 即使我们与他

们素不相识 # 即使我们与他们之

间互相连名字都喊不出 # 但只要

有爱 # 我们与他们之间的距离也

可以拉得很近很近 $ 同时 # 也使

每个小记者深深地感受到让生命

开花的快乐'

%辅导老师! 王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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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换物你我他

小记者!化雨 编号!

%"%"

班级!周口六一路小学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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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用我的玩具换这个水杯

吗( "!你的纸牌可以和我换吗( "这

是在干什么呀( 这是
""

月
"#

日周口

晚报联合爱佑公益联盟举办的捐物

和换物活动$

当日 # 周口人民公园内火热一

片#捐过衣物后 #就是我期盼已久的

换物活动了'摊位好#生意一定好'我

在
,(

多个摊位中找了个居中的位

置#将我带来的
-

本书摆成一个贝壳

状#好吸引别人的目光$哈哈'果然不

出我所料#没一会儿 #一名小记者就

有点胆怯地问我)!我#我能用东西换

你的书吗( "第一笔生意来了'我立刻

同意了# 她带我走到她的摊位前#我

细细挑选了一番# 拿了一个手提包#

上面有可爱的小猫图案' 太好了#交

易成功'

我想再去看看别人的东西# 不能

光守着自己的摊位$经过一番!侦察"#

我看到小记者张琦癑的摊位上有一个

精巧的贝壳手镯#绿色的#十分古朴&

高雅$我立刻喜欢上了它#便鼓起勇气

说)!你的贝壳手镯真稀少啊# 能不能

用我的书和你换呢( "!我可以看看你

的书吗( "她似乎有点犹豫$ !可以$ "

我紧张极了#生怕她不想换#我带她来

到我的摊位$她似乎有点失望#我立刻

说)!这些书很不错的$你看这本,蓝鲸

是最大的吗(-#蓝鲸大吧#可是假如把

这么多蓝鲸放在一个罐子里# 然后把

这么多罐子放在喜马拉雅山上.."

在我的大力推销下#她似乎也着迷了$

!哦#那#那就换吧$ "我悬着的心放下

了#接过贝壳手链长舒了口气$

当然#我的生意也不都那么顺利'

我看上了一个双色的高级钱包$ 可惜

它的主人听到我只有书#一口拒绝了$

还有一个小南瓜挂链非常漂亮# 可它

的主人也对我的书不感兴趣$

活动结束了# 我一共换了
%

件物

品#一个提包&一串项链&一个手链和

一本,跳跳电视台-$ 这次活动真有意

义# 不但让我们的旧物品重新发挥价

值# 也让我体会到了做推销员的不容

易啊' "辅导老师!黄清花$

让爱前行
!!!记一次爱心捐助活动

小记者!马深龙 编号!

"F#F

学校!周口八一路二小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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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上午# 初冬的太阳

照得大地暖洋洋的$我和奶奶去人

民公园参加小记者爱心捐助活动$

一走进公园大门#在高高的假

山前# 就看到红红的横幅上写着

!周口晚报小记者携手爱佑公益爱

心捐助活动"$ 两名雪白的和平使

者高举双手#好像欢迎我们小记者

的到来$

我们小记者头戴小红帽#手里

都拿着要捐的棉衣&图书和用于交

换的玩具等#脸上贴着两颗小红心

纸贴#排着整齐的队伍#兴致勃勃

地参加爱心捐助活动$报社的老师

给我们讲了爱心捐助活动的意义#

把爱心捐助的衣物送到四川凉山

灾区小朋友的手中#把图书捐给周

口郊区的留守儿童$

七一路小学的老师和同学现

场演唱了爱心歌曲#还有的小记者

表演快板&舞蹈等节目$

交换物品时#充分体现了以物

交友#增进友谊$我用,做一个诚实

的孩子-一书#交换了一本,冒险小

虎队-$ 我随身携带的一个从新疆

买来的小骆驼玩具#引来了许多小

记者观看$报社的老师给我和小骆

驼照了相$ 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爱心捐助活动给我和小记者

们上了生动一课$我衷心希望把我

们的爱心传到全国各地#把爱留在

我们的心里$ "辅导老师!王亚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