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想知道威廉王子是怎样
炼成的？
3月28日，本报邀20组家庭
体验纯英式课堂

你知道威廉王子小时候都上哪些课吗？想
知道英国如何培养未来的绅士和淑女的吗？

3月 28日，常报教育培训工作室联合牛津
国际公学常州学校，邀请 6-17岁学生及其家
长，了解绅士和淑女养成攻略：体验纯英式教学
模式和教学环境，分享健身、戏剧 、足球、艺术、
篮球等多种外延课程……

该校 2012年进驻常州，今年 3月，新校启
用，除了教学楼外，还配备室内外网球馆及篮球
场、足球场、舞蹈教室等，此外，它专门为水上运
动建设了船坞码头，是目前唯一一所提供赛艇
这一独特课外活动项目的学校。

时间：3月 28日上午 9点 -12点
地点：牛津国际公学常州学校（武进经发区

环湖北路 9号，靠近武南西路）
报名时间及方式：即日起，先到先得，报完

为止。添加微信号“czxjzxh”，输入姓名 +年龄
+学校 +小记者证号 +家长
及联系方式即可。
咨询电话：88066267

今天是雷锋日，我们小记
者从自己做起，学习雷锋,行动
起来，拿起抹布，扛起扫把，我
们要清扫整个校园里的卫生死
角。

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
了校园的每个角落。只见同学

们有的捡垃圾，有的擦洗窗户，
有的打扫地面个个都忙得不亦
乐乎。还有一些同学他们边做
边喊：“这边有些废纸团，快来，
快来，赶紧清理掉吧！”有的说：
“哎呀，这边窗户还没擦，我来！”
在同学们的欢声笑语、热火朝天

中结束了这次活动。
这次活动也让我明白了一

个道理：你不经意间随手扔一个
小垃圾，也许你觉得没什么，但
如果全校每个人都这么做的话，
那么我们美丽的校园就会变得
不美观，再也看不到它的洁净的

容颜了。所以请大家不要乱扔垃
圾，即使看到，也要弯弯腰，动动
手，捡一捡，让我们一起齐心协
力来创造一个既美丽又干净的
校园吧！

星辰实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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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组共有七位同学，负
责擦干净三号楼五楼过道的所
有的窗台和玻璃。看着那么多
的窗户玻璃，心里一沉，心想这
么多玻璃什么时候才能擦完呀？
可是一想到“雷锋”，心里顿时充
满了力量。我拿起抹布细心地
擦拭起玻璃来，先用湿抹布擦，
再换成干抹布擦，不一会儿呈现

在我眼前的是一块锃亮锃亮的
玻璃。我一股作气，一下子就擦
干净了四块玻璃。其他小伙伴
也不干示弱，个个干劲十足。一
节课的时间，我们小组的伙伴互
相协作，把所有的玻璃都擦得干
干净净。看着我们自己的劳动
成果，在这样的雨天，我们忘记
了冻得通红的手指的疼痛，忘记

了手臂和肩膀的酸痛，内心升起
一股说不出的温暖和感动，我不
仅被自己感动，也被同行的小伙
伴所感动。

一天的活动已结束，但我
想：“做好人，做好事”的步伐还
应该继续，让每天都成“三月五
日”。
星辰实验学校四!

'

"班 孙靖博

学雷锋 看行动

3月5日是学雷锋日，下午
我们志愿者就在校门口集中。怀
着激动的心情，在顾校长和几位
老师的带领下，到洛阳敬老院送
温暖献爱心。天气还是这般寒冷，
但丝毫没有减掉我们的热情。

我们走进敬老院大门，一
进屋，老人们们纷纷热烈鼓掌
欢迎我们。我们被他们暖暖的
热情所感动。也跟着他们鼓掌，
以表敬意。婆婆和爷爷们坐在

下面看着同学们的表演，时时
传来一阵笑声。我被这笑声感
动，好时光容易过，好节目容易
结束。看着老人家们开怀的笑，
我也很开心，也很感动。快乐和
感动本来就这么简单，不需要
任何理由。门外来了两位老人，
虽蹒跚的走路，但足以看出他
们坚定的信念。我不忍心，赶忙
和一个同学去扶他们。老爷爷
不停地说着“谢谢，谢谢。”看着

他佝偻的背，和那双虽饱经风
霜，还是那么温暖宽大的手。足
以看出他一定经历很多。

“人间知冷暖，天涯有尽
时。”尊重和关爱老人是当下每
个人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树
老怕空心，人老怕清冷”，常与
老人相处，走进老年人，多倾听
老年人的心声，吸取“过来人”
的经验，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
遇到挫折和坎坷的时候，心态

会变的平衡很多。他们积极乐
观的心态，勤俭持家的美德，以
及一丝不苟的作风，都会使人
获益匪浅。正所谓“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老人们丰富的阅历
和稳重的思维方式，可以让我
们在这个浮躁的社会中少走冤
枉路，理解他们的人生，感悟他
们的智慧。

洛阳初级中学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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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小洁 指导老师 徐雪兰

每天都是学雷锋日

小小雷锋在行动

敬老院里的温情

3月5日是个特殊的日子，既是学雷锋日，
又是我们中国的传统节日———元宵节，这一天，
遥观敬老院里传来了欢声笑语，原来是南塘桥小
学的小记者们来开展学雷锋敬老活动了。
由于今天是元宵节，有些老人被子女接回家

过节了，敬老院只剩下了一些孤寡老人，所以，今
天在敬老院里的人很少！里面显得更加冷清了。

我们一到便把精心准备的礼物送给了老人
们，一些同学用自己的零花钱给老人们买了围
巾、手套并小心翼翼地给他们戴上；有的同学买
了放大镜，这样，老人们看报纸的时候就方便多
了；还有的带来了水果等，看着同学们精心准备
的礼物，那些老人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布满
皱纹的脸上笑出了一朵菊花，还连忙说：“谢谢！
谢谢！”
然后，我们兵分几路，有的帮老人打扫卫生，

有的陪着老人聊天。只见一个老奶奶坐在床上，
好像很孤独的样子。于是，田杰去讲了一个笑话，
逗得老奶奶哈哈大笑。当我们得知老奶奶在敬老
院已经过了10年了，这时，我们都感到万分惊
讶！最后，同学们异口同声说：“祝老奶奶身体健
康、长命百岁！
我们打扫玩卫生后就该坐车回学校了。上了

车，从车窗里再一次看到他们孤独的身影，我的
心中竟有一丝不舍，他们太需要陪伴了，不知什
么时候还能来看他们。
南塘桥小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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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赵懿文 指导老师 陆静

敬老院里的笑声

3月4日，我校迎来了一年
一度的爱心义卖活动。时间还
没到，原先冷清的小路变成了

热闹的“大市场”。这次我作为
一名小记者去采访参加义卖的
同学，我穿上小记者服，开始全
身心投入采访。
“市场”上可真热闹，只见同

学们三五成群地围在桌子前，你
一句我一言，通过讨价还价买到
自己心仪的宝贝。不知是哪个
班因为人气不足，扯开嗓子大声
叫卖，一时间吸引了许多同学。
更有甚者，为了吸引大家的眼
球，居然搞起了抽奖活动。再看
那边，咦，怎么人手一个气球呀？
我想去探个究竟，但我个子小，
一下子被他们挤在了边上，我顺
势向我面前的一位低年级的女

同学进行采访。我问这位女同
学：“你这气球是怎么来的呀？”
这位小女生忸怩地红着脸说：
“是那边的班级搞活动，买一个
商品送一个气球！”哇，还有等
好事，怪不得“生意”如此兴隆
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小女孩
已经消失在人海中了。于是我
把目标转向高年级的同学，想
必他们了解的会更加多。等我
挤到高年级组这边，背上早已
热乎乎的了，再加上同学们的
热情高涨，我更是感到一股热
浪在涌动来了。我拉住一位大
姐姐：“姐姐，你能告诉我这次
义卖活动有什么意义吗？”只见

她略加思考，认真地说：“学校举
行这次活动有必要，通过义卖活
动宣传雷锋精神，通过义卖可以
筹得一些钱，然后捐给一些贫困
山区的小朋友买书本等，让他们
体会到社会的温暖。”我听完，
觉得她说得很好。

不知不觉，义卖活动结束
了，同学的一言一行都记在我心
里，他们金子般的爱心深深地感
动了我。让我们等待下一个春
天，把这份正能量一直传递下
去。

马杭中心小学五（1）班 沈
轩颐 指导老师 沈斐

在这个阳光明媚、万里无
云的日子，我们迎来了“学雷锋
纪念日”，而就在今天，我们马
小师生都要当一回“雷锋”，开
展义卖活动，将卖出的钱捐给
贫困山区。
瞧！每个班都在忙碌着。力

气大的男生将桌子往肩上一
扛，搬到各家的“店”里；心细的

女生把自家货品一一整理上
架；热心的家长在货品上标好
价钱；博学多才的老师设计好
广告语……

义卖拉开了帷幕!每个班都
使出了“独门秘方”!

镜头往这儿看:五(2)班的几
个同学成立了一个小队，在摊位
前大声呼喊着口号,把顾客的眼

球一下子吸引了过去，四（1）班班
里的男生将早已准备好的“招牌”
高高举起：跳楼大甩卖！四（3）班
居然卖起汤圆来了！可真是让“吃
货”大饱口福喽！

这不，我们小记者也忙得
不亦乐乎，我还采访了老师，同
学，家长。在同学眼里，这次义
卖让大家学会了奉献；在家长

眼中，这次义卖让孩子懂得了珍
惜；在老师心里，这次义卖让学
生锻炼了自己……
通过这次义卖活动,大家为

山区孩子奉献了一份爱心!送去
了一份温暖!给予了一份支持!
为义卖点个赞!
! !

马杭中心小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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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张颖

指导老师 杨静

3月5日，学雷锋纪念日。3月，也是学雷锋月。
学雷锋，也许只是一个小小的动作，但却在改
变着人们的习惯和生活……

义卖有价，爱心无价

义卖正能量 传递你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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