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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郭家旭 编号!

!""#$%

学校!西华县实验小学三"

"

#班

!

月
"#

日!我们周口晚报小记者来到

西华县中心敬老院!看望那里的孤寡老人"

在广场上! 我们小记者围坐在老人身

旁!有的给老人梳头#剪指甲!有的给老人

捏腰#捶背!还有的和老人聊天$$

随后!我们还为老人们献上了一台精

彩的才艺演出" 活动最后!名代蛋糕房的

工作人员为老人们送来了精美的蛋糕" 我

们高兴地为爷爷 #奶奶送过去 !看到他们

津津有味地吃着蛋糕!我们心中别提有多

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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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李雨晗 编号!

&""'&(

学校!西华县明德小学五"

$

$班

!

月
"#

日! 我们周口晚报小记者来到

西华县中心敬老院!慰问那里的孤寡老人"

刚进入大门!映入眼帘的是那满院开

得姹紫嫣红的月季花 ! 再往里走有一些

健身器材 ! 路边站着许多老人在等待着

我们的光临 " 这时 ! 老师让我们自由活

动 " 我们一个个都拿出了 %看家本领 &!

有的为老人梳头 !有的剪指甲 !还有的为

老人按摩$$而我服务的是一位满头银

发的老奶奶 "我先为老奶奶梳了梳头!并

和她聊起了天" 聊着聊着!我不经意地问

了句'%奶奶!您今年高寿呀( &老奶奶的回

答让我大吃一惊'%我
$#

岁了" &%哇)

$#

岁了!您的身体真不错" &%是呀!多亏党的

政策好!我们这些无儿无女的在这里过着

衣食无忧的生活!做梦都想不到呀) &老奶

奶兴高彩烈地说起来" 接着!我们和老人

们一起看了由小记者自编自演的节目!老

人们的脸上笑开了花!我们的心里乐开了

花 ! 能给他们带来欢乐是我们最大的愿

望"

最后!我们共同分享了名代蛋糕房的

工作人员为老人们送来的大蛋糕 " 临走

时 !我在心里默默祝愿 '愿天下所有的老

人 !健康平安 !快乐幸福 ) 让我们携起手

来!共同关心老人!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

所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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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杜子豪 编号!

&""'()

学校!西华县明德小学三%

#

$班

!

月
"#

日上午!我们周口晚报

小记者到西华县中心敬老院献爱

心"

到了敬老院!我们小记者分头去服务老

人!有的为老爷爷捶背!有的为老奶奶梳头!

还有的帮助老人打扫卫生$$随后!我们在

餐厅里为老人们表演了精彩的节目! 有唱

歌#跳舞#朗诵#小提琴演奏#吉他演奏等等"

最后!名代蛋糕房的工作人员为老人们送上

了一个
#

层高的大蛋糕!我们排队把切好的

一块块蛋糕分头送到老人手中!他们直夸我

们是好孩子"

通过这次活动! 我知道了关心老人#爱

护老人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一

定要学会在家孝敬父母! 在学校助人为乐!

在社会奉献爱心" 我也希望能有更多的

人到敬老院来! 为老人们献爱心#送

温暖!让他们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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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郭怡含 编号!

&""#"+

学校!西华县实验小学四"

"

$班

!

月
"#

日上午! 我们周口晚报小记者

来到西华县中心敬老院! 看望那里的老爷

爷#老奶奶"

在敬老院!我给一位老奶奶梳了头" 那位

老奶奶非常和蔼可亲!问我多大了!上几年级!

还夸我是个漂亮#懂事的好孩子" 活动最后!我

们小记者把一块块蛋糕分头送到老人手中!这可是名代蛋

糕房的工作人员专门为这些孤寡老人准备的啊)

这次活动时间虽然很短暂!但是只要老人们开心!我们就会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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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刘思彤 编号!

&""(,%

学校!西华县第二实验小学四"

"

$班

母爱如诗!

字里行间充满深爱!

华丽语言!

无法表达"

母爱如歌!

音符流淌爱的海洋!

壮美篇章!

如歌如泣"

母爱如酒!

绵长悠远!

在您醉人的凝望中!

我愿做一只小鸟"

母爱难忘!

总有一天!

我们都将长大!

好好珍惜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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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刘姝言 编号!

&""$($

学校!西华县实验小学四"

$

$班

!

月
"#

日上午! 我们小记者来到西华

县中心敬老院!为老人们献爱心"

到了敬老院! 有的小记者帮老人捶背!

有的小记者帮老人剪指甲!有的小记者帮老

人梳头!还有的小记者陪老人说话$$在我

们的陪伴下! 老人们都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随后!小记者在餐厅里为老人们表演了精心

准备的节目!名代蛋糕房的工作人员还为老

人 们

带来了蛋糕 "

接过蛋糕! 老人们高

兴得合不拢嘴"看到这些!我心里

也高兴极了"

这次活动虽然很累 !但是我很开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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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马启睿 编号!

&""(""

学校! 西华县明德小学四"

&

$班

!

月
"#

日上午! 我们周口晚报小记者

来到西华县中心敬老院献爱心"

一到敬老院! 我们都抢着跑到老爷爷#

老奶奶身边!争着为他们献爱心" 有的小记

者为老人剪指甲! 有的小记者为老人梳头

发!还有的小记者为老人挠痒痒$$我给一

位白发苍苍的老爷爷捶背" 捶了一会儿!老

爷爷笑着对我说'%中)捶得不赖!真舒服)你

歇一会儿吧" &哈哈) 老爷爷夸我捶得好呢)

自由活动结束后 ! 老师让大家集合

去餐厅表演节目 " 多才多艺的小记者有

拉小提琴的 !有弹吉他的 !有唱歌的 !

有跳舞的 ! 还有表演脱口秀的$$表

演结束了 !名代蛋糕房的工作人员

把
#

层大蛋糕推了出来 " 看到

爷爷 #奶奶吃着香甜

可口的蛋糕 !

我 们 心 里

乐 开 了

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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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黄鑫 编号!

&""&("

学校!西华县明德小学五"

-

$班

!

月
"#

日! 我们周口晚报小记者一起来

到西华县中心敬老院献爱心"

敬老院里有许多老爷爷#老奶奶!他们有的在和

别人交谈! 有的在锻炼身体$$他们生活得真是无忧无虑

啊) 我和朋友小乐给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梳理白发!在交谈中我们了解

到!这位老奶奶很可怜!她没有老伴!也没有子孙!不过!老奶奶身体很健

康"

接下来! 我们为老人们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 最

后!名代蛋糕房的工作人员给老人们送来了大蛋糕"看到

老人们吃着香甜可口的蛋糕!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尊敬老人# 爱护老人! 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我希望所有的老人都有人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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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任远博 编号
.&""$"#

学校!西华县实验小学五"

$

$班

!

月
"#

日上午!我们小记者来到西华县中

心敬老院!慰问那里的孤寡老人"

到了敬老院!我们小记者分好工!有的帮

老人剪指甲!有的帮老人梳头!还有的帮老人

按摩$$老人们直夸我们是好孩子"

接着! 我们为老人们表演了精彩的节

目" 最后!名代蛋糕房的工作人员为老人们送

来了精美的大蛋糕" 吃着香甜可口的蛋糕!

老人们的嘴角露出了喜悦的笑容"

这真是一次难忘的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