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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雷锋!好榜样!

助人为乐我最棒"

做好事!不留名!

甘做一颗默默无闻的螺丝钉"

为国家!为人民!

做好事!不回报"

帮你!帮我!帮大家!

甘做一颗奉献社会的螺丝钉"

让我们!

学雷锋!多助人!

关心身边每件事"

从小事!到大事!

甘做一颗任劳任怨的螺丝钉" !辅导老师#刘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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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曾经说过!"做一件好事并不难#

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 %雷锋就是做了一辈子

好事的人$ 雷锋的精神常常激励着我$

有一次&我去超市买零食&看到了一位生

活不能自理的老人$ 突然&雷锋出现在我的脑

海里$ 我想!算了&吃不吃零食无所谓&就当我

吃过了$我掏出钱给了那位老人$ '谢谢你&小

朋友$ %老人用微弱的声音说$ 旁人向我投来

赞扬的目光$ 我心想!我只做了一件微不足道

的小事&既帮助了别人&又得到那么多赞扬$

我以后要多做好事&做一辈子好事&像雷锋那

样做人$

雷锋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德克士杯%学雷锋树新风作品联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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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是一颗螺丝钉

固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从未松动过

从未生锈过

雷锋用他的行动

证明了自己的诺言

为人民服务

是他的座右铭

雷锋的青春献给了祖国

雷锋用一生服务人民

雷锋成为一种精神

永不褪色

雷锋的袜子破了

补了很多补丁

雷锋没有把它扔掉

为了勤俭节约

雷锋的工资很少

但他却把攒下的钱

全部捐给灾区

为了支援国家

雷锋做了无数次的好事

但他从未与人说过

雷锋一生为人民服务

但他从没有一句怨言与牢骚

历史记下了雷锋

人民记下了雷锋

永远的雷锋

永远的雷锋精神

!辅导老师#张华 阙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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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上午&我和周口晚报的许多小记者一起&

观看了)青春雷锋*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对我的触

动很大$

雷锋说过&,每个人都是党的一颗螺丝钉&少

了一个人都不行%$雷锋还说过&,帮助别人就是帮

助自己%$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这句话的含

义$

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有雷锋艰苦朴素和助人为

乐的精神$ 雷锋在部队时只不过是一名普普通通

的士兵&但他助人为乐的事迹却不胜枚举$雷锋生

前的战友大乔说&雷锋是个苦命的孩子!他三岁上

街乞讨&五岁没了父亲&八岁母亲去世$ 可就是这

样一名有着不幸经历的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民解放

军&竟然还时时想着如何为他人排忧解难$他有一

双袜子是补丁摞补丁& 后来竟把这一双袜子补成

了一双鞋子$ 谁又能想到这样一位生活俭朴的战

士&竟将所有的积蓄慷慨地捐给了灾区$

一个人做一次好事容易&但一辈子做好事却

很难$ 我真诚地希望!大家都来学习雷锋精神&不

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让雷锋精神之

花永远盛开( !辅导老师#黄清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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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叔叔是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他乐于

助人&吃苦耐劳&毛主席还亲自提词!,向雷锋同

志学习%( 虽然他已经牺牲了&但他的精神却永远

活在我们的心中( 今天我就看到了许多 ,活雷

锋%$

学校里&有的同学主动扫地-有的帮老师擦黑

板&抱作业-还有的同学细心地给其他同学讲解难

题$ 公交车上&大家都争着给,老.弱.病.残.孕%

让座$ 马路上&有的人扶着腿脚不便的人过马路&

有的人自觉捡起地上的垃圾扔进垃圾箱$ 这些我

都看在眼里$

看到这些&我不禁想起了一首歌!,只要人人

都献出一份爱& 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当

然 &我也不例外 &我也要向雷锋叔叔学习 &做好

事& 为人民服务& 争取做一个乐于助人的好学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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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听人讲关于雷锋的故事& 我都

会认真听& 他的事迹早已烙在了我的脑

海里$接下来&就跟着我的"慧眼%去寻找

身边的雷锋吧(

跟随着"慧眼%&我们来到了熟悉的

学校$ 刚开学&最重要的事就是交学费&

这可是老师最头痛的一件事& 因为同学

们交的基本都是整钱&老师有时找不开$

这时& 同学们把自己兜里的零钱都掏了

出来&老师这才应了急$

"慧眼%来到了公园$ 公园里面的车

子都整整齐齐的摆放着& 一群调皮的孩

子玩耍时不小心碰到了一辆自行车&一

排的车子都倒了&孩子们看到了&头也不

回地就走了$ 这时&过来两位大姐姐&她

们小心翼翼地把每一辆车子都扶了起

来&并且摆放得非常有序$

我在想& 我们和雷锋的差距到底在

哪里0雷锋之所以被人们敬仰&不是他干

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而是他做任何

事都有一股钻劲& 他能够用宽容的心去

包容一切&做什么事总会先想到别人&从

点点滴滴的小事做起$

雷锋精神影响着不止一代人& 一个

企业&一个国家$我们整个人类文明的发

展& 都将因为有更多这样的人而变得更

加美好$

!辅导老师#谢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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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妈妈乘公交车去城北的舅妈家$

上车后 &我看到车上仅有一个座位空着 &我让妈妈坐

下了 $ 这时 & 坐在妈妈边上的一位中年男子主动站起来

说!,小姑娘&你坐这儿吧 $ %我毫不犹豫地坐在了靠近妈

妈的位上&心里乐滋滋的 $ 可就在这时 &妈妈看了我几眼

说!,你长大了&可以站着了&还是让这位叔叔坐吧( %平常

听惯了妈妈的教导 &认为妈妈说的是对的 &于是慌忙拉着

叔叔坐下&我站在了他们面前 $ 这时妈妈笑了 &叔叔也笑

了$

站在妈妈和叔叔面前&我想&妈妈的话是对我的关爱&使

我明白了一个道理!给予比接受更快乐$

!辅导老师#许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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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雷锋&好榜样//%每当听到这首

歌&就会想到那些无私奉献的人&想到那些乐

善好施的人& 想到那些舍己为人的人//在

我们身边&有很多活雷锋在默默奉献着$ 虽然

雷锋叔叔只活了
33

个春秋&但雷锋的精神却

像
2

月的春风&吹遍了祖国的大地$

今天 & 我们班同学也当了一回活雷

锋111老师组织我们去擦洗校门口的公交站

牌$同学们拿着抹布擦得热火朝天$有两个同

学驮着一个同学去擦公交站牌的顶部& 还有

的同学擦栏杆的时候刮破了手& 有的女同学

细心地擦着校门口的瓷砖//

回头看着我们的劳动成果& 虽然同学们

满头是汗&但都露出了笑容&一种满意的笑&

一种骄傲的笑$

我们是祖国的希望& 我们是未来新时代

的新雷锋& 让全世界都知道雷锋这个让我们

骄傲的名字$ !辅导老师#徐伟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