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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克士杯"学雷锋树新风作品联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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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7

日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学习雷锋纪念日" 虽然雷锋只是一个

平凡的战士# 可他却在短暂的一生中

助人无数#它不仅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也是我们当代少年的楷模"

今天上午# 老师说下午要带我们

班同学到学校门口打扫卫生# 让大家

每人拿一块抹布# 我们班同学别提多

兴奋了#大家一蹦三尺高#我的心里也

在沾沾自喜$%哈哈# 下午我就要当雷

锋了& '下午#同学们都早早地到了学

校#个个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大家有说

有笑的#期待着老师的到来" 老师终于

来了#我们拿起工具就要往楼下冲#老

师把我们拦住了# 我们迫不及待地等

着老师安排完注意事项后# 齐刷刷地

往楼下东操场上冲去" 大家快速站好

队# 并高举着七一路一小的校旗和牌

子#大摇大摆地走出校门" 老师为我们

安排完了任务#就让我们解散干活#同

学们有的擦栏杆# 有的擦公交站牌#

大家干得热火朝天" %你们看那#这些

小学生们多懂事啊#这个公交站牌擦

得多干净啊& '%是啊#是啊#他们都在

学雷锋做好事#真是了不起啊" '%这

才是真正的活雷锋呢& '听到路人的

声声赞叹#我们干得更起劲了& 虽然

我们累得大汗淋漓#但是我们热爱劳

动的心并没有减弱#还有我们集体劳

动的意念也没有减弱" 因为我们在学

习雷锋#所以我们愿意用汗水换来城

市的整洁#更愿意把这良好的风气发

扬光大"

我们象征的是美好的未来 #我们

又是祖国鲜艳的花朵 # 我们更是将

人类推往新生活之间的桥梁 " 那就

让我们践行雷锋精神 # 争当文明先

锋吧&

#辅导老师$徐伟丽%

践行雷锋精神 争当文明先锋
周口七一路一小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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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这个名字众所周知#他是

一位好战士" 虽然雷锋叔叔年仅
66

岁

就牺牲了# 但他的英雄事迹却名垂千

古" 雷锋叔叔的日记里有这么一句

话$%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

民服务中去& '的确#人的生命是有限

的#但为人民服务是做不完的& 我们应

用有限的生命为人民多做些好事#这

样生命才有价值和意义" 和雷锋叔叔

比起来#我就太惭愧了#以前我不怎么

做好事# 知道雷锋叔叔如此舍己为人

时#我明白要想改变自己#就要做有意

义的事"

我以后会尽力学习雷锋为人民服

务(勤俭节约(舍己为人的精神& 雷锋

叔叔的%钉子'精神也值得我学习& 他

做什么事都是挤时间钻研& 我以前学

习却从不认真#老是马马虎虎#能偷懒

就偷懒#把学习当成一种负担#自从了

解到雷锋叔叔为了工作和学习都非常

认真(刻苦时#我暗下决心$一定认真

学习#读好书#做一个有能力(出色的

人#为祖国效力&

同学们#让我们赶快行动起来#像

雷锋叔叔那样#在平凡的生活中#干出

一翻不平凡的事业# 让雷锋精神在我

们的心中永放光芒& #辅导老师$袁琳%

"

月
7

日是向雷锋学习的日子#我

观看了电影)青春雷锋*#影片讲述了

雷锋的爱和奉献"

看了)青春雷锋 *这部影片 #我才

明白#雷锋不仅仅只是做好事#雷锋更

爱岗敬业(乐于奉献" 雷锋精神绝不仅

仅是做好事不留名# 雷锋精神有着非

常全面和深刻的内涵# 雷锋精神是我

们这个社会最缺少的养分# 雷锋那灿

烂的微笑促动着我们的心灵# 雷锋精

神也一定会永远激励着我们"

记得有一次# 我和我们组的值日

生一起倒垃圾时发现楼下垃圾桶旁有

一堆垃圾# 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我

说$%咱把这儿也打扫干净吧+ '可他们

却头一摇(嘴一瞥说$%这又不是我们的

包干区#我们才不干呢" '说完#他们便

飞也似的跑回了教室"等他们再次走下

来时#那堆垃圾已经被我打扫得干干净

净了#看到我累得满头大汗#他们都不

好意思地低下了头#脸也红得像个大苹

果" 我对他们说$%雷锋出差一千里#好

事做了一火车# 我们要向雷锋学习#决

不能只停留在嘴上#要体现在实际行动

上" ' 我想#在这阳光明媚的三月#在这

充满生机的春天#我们每一个同学都要

时时刻刻牢记%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才

永远不干#一个人只有把自己融入集体

才有力量'这句话#为他人(为集体(为

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我们还要从点滴

做起#积极参与%做新时代的雷锋'(%我

为和谐做贡献'等实践活动#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 做和谐社会的合格小公

民"

#辅导老师$康洁%

%学习雷锋好榜样# 忠于革命忠于

党,,' 每当这熟悉的歌声在我耳畔

响起# 我就会想到雷锋叔叔那勤俭朴

素( 乐于助人的好品质" 然而# 雷锋

叔叔并没有完全离开人世# 他的精神

永远在我们心中传递着&

早上# 我走进公交车# 开始了一

天忙碌的上学生活" 车上的每个人都

很疲惫# 眯着眼# 懒洋洋的" 车上拥

挤不堪" 这时# 一位老太太艰难地顺

着人流挤上了车# 这时# 一位中年人

站起来说$ %阿姨# 您坐这吧&' 老太

太的眼中充满了感激之情# 那位中年

人默默地把老太太扶上座位# 然后挺

胸抬头站在老人身旁" 他为自己这一

光荣的举动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周末 # 妈妈带我到商场里去玩 "

商场里暖洋洋的# 每个人脸上都洋溢

着喜悦的笑容" 但是# 这种美好的气

氛很快就被一处不和谐的地方打破

了" 在一个垃圾桶的旁边放着许多饮

料瓶( 垃圾袋# 这里成为了商场里一

道别样的风景线# 许多人都匆忙走过

那里" 突然# 我看见一个小弟弟走过

去把垃圾捡起来放进了垃圾桶# 他累

得满头大汗" 有人说他傻# 为什么要

白白花力气呢" 可我清楚地看到# 他

脸上透露出的是喜悦&

雷锋就在我们身边# 他可以是让

座的叔叔# 也可以是捡垃圾的小弟弟#

雷锋精神在我们心中永远传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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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上午# 我和老爸一起参

加小记者组织的观影活动# 到潇湘

影城观看了电影)青春雷锋*" 这是

我第二次参加小记者的观影活动

了"

电影)青春雷锋*主要讲述了雷

锋叔叔生前的故事# 给我印象最深

刻的是雷锋叔叔为了支援新中国建

设#甘愿放弃通信员的工作#报名到

钢铁厂去炼钢# 被分到厂里开推土

机" 他为了开好推土机#每天利用晚

上的时间到煤场上练习驾驶技术"

因为个子矮#他就想了一个办法#把

被子垫在驾驶座上" 在厂里组织的

技术比赛中# 他最终超越师傅乔安

山得了第一名" 雷锋叔叔参加了解

放军后#由于个子矮(力气小#第一

次投手榴弹只投了
6!

米#他没有气

馁#每天晚上#其他战士都睡觉了#

他还在操场上练习投手榴弹" 经过

练习# 雷锋叔叔终于把手榴弹投过

了
"8

米的标线"

雷锋叔叔自己生活很节俭#他的

一双袜子补了又补还舍不得买新的#

他却把自己存的钱全都捐给了灾区(

捐给了需要帮助的人" 他生前做过许

多好事#所以%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

做了一火车'的佳话被人们广泛流传"

看了电影)青春雷锋*后 #雷锋

叔叔的故事深深感动了我# 我以后

要向雷锋叔叔学习# 不但学习他勤

俭节约(乐于助人的精神#还要学习

他遇事多动脑筋(不怕困难(主动学

习的精神#努力学习#天天向上#长

大后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辅导老师$朱艳英%

向雷锋叔叔学习 周口八一路二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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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7

号是学习雷锋日 #我

观看了电影)青春雷锋*"

%雷锋出差一千里# 好事做

了一火车" '这是对雷锋叔叔的

赞誉"

雷锋原名雷正兴#他之所以

改名叫雷锋#是因为他希望自己

冲在保家卫国的最前锋"他是镇

上第一个会开拖拉机的人#当时

人们看他又瘦又矮#以为他肯定

开不了#没想到雷锋成功了" 一

天部队来征兵#雷锋叔叔当然不

会放弃这个机会#可到体检的时

候#他的身高不达标#这可把他

急坏了" 他哭着乞求首长#首长

被他的诚心打动#收下了他" 雷

锋在部队省吃俭用# 袜子烂了#

补补#袜子上面补丁摞补丁还舍

不得扔# 但碰到别人有困难时#

他却把自己几年的工资全捐了

出去#捐献人写的是%解放军'"

他还利用休息的时间帮助工人

叔叔推车( 帮助老大娘找儿子(

帮助大嫂买车票,,他做的好

事说也说不完"雷锋叔叔虽然是

一个普普通通的汽车兵#然而他

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不

平凡的业绩"

虽然雷锋叔叔牺牲了#但他

却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人的

生命是有限的#但为人民服务是

无限的" '每当我想起雷锋叔叔#

这句话就会在我耳边响起"我们

要学习雷锋叔叔为人民服务(做

好事不留名的精神&

学雷锋做好事不留名
周口闫庄小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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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周口晚报组织小记

者去看电影)青春雷锋*"

电影里#我看见雷锋在火车

上帮一位老奶奶找座位(帮阿姨

倒水,,无论在工作和生活中#

他都在寻找机会帮助别人" 而

且#雷锋还很爱学习(求上进#得

到了大家的一致赞颂" 我下决心

一定要向雷锋叔叔学习" 正好第

二天我碰巧有机会帮助别人#当

了一回雷锋" 我和妈妈去商场买

东西时#看见一位阿姨的提袋烂

了#苹果滚落得满地都是" 阿姨

很慌张#我急忙跑过去#帮她把

苹果捡起来# 阿姨很高兴地说$

%谢谢#小朋友& '我心里也很开

心#帮助别人真快乐啊&

帮助别人真快乐
周口六一路小学二#

(

%班王一卜 编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