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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小记者、郑州市二七区汝河路小学四（4）班 李其上

大河报“圆孩子一个梦”——
大河报手拉手爱心义卖活动，全
城启动，我参加了义卖活动。

6月4日，小记者们身穿红马
甲、头戴小红帽在绿城广场北门
口集合。在大河报老师的指导
下，我们分成三人一组，排队各领
取报纸30份。然后老师告诉我
们这次参加义卖的缘由：在登封
市石道乡赵庄村，有这样一群孩
子，从来没有过过六一儿童节，也
从来没有收到过儿童节礼物；他
们没有进过城，更没有去过动物
园、电影院，甚至没有吃过一块蛋

糕。我们要通过这次义卖活动，
把所有的义卖款捐给赵庄村的孩
子们。

此刻，我有一个愿望，要多卖
出一份报纸，让赵庄村的孩子离
他们的愿望更近一步。我们三人
来到了青少年宫门口，“叔叔，我
们是大河报义卖活动的小记者，
请为赵庄村的孩子们献一份爱
心。”叔叔的一元钱让我们非常高
兴，因为爱心不分大小，接着阿姨
拿了一份报纸，给了五元钱没让
找零钱，鼓励我们把爱心传递下
去，老爷爷给了10元钱没让找零

钱 ，夸 我
们是新时代
的好少年……
就这样一个半小
时，我们这组共卖出60
份大河报，筹集善款136元，
超额完成任务。

只要人人都奉献一点爱，世
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通过这次
实践活动，我成长很多，我要让更
多的同学加入手拉手爱心义卖活
动，帮助更多贫困孩子。让贫困
孩子与郑州的小朋友手拉手，心
连心，分享一块幸福的蛋糕！

绿城郑州 爱心传递
□大河报小记者、郑州市文化绿城小学一（5）班 秦浩然

为了圆登封赵庄村孩子们
的梦，大河报小记者上周六展开
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手拉手爱心
义卖活动。

早上8:00，我精神抖擞地
赶到了集合地点。几分钟后，我
和好朋友马子云，还有马文鹏三
人一组领到了报纸和义卖箱。
领完报纸，我们就迫不及待地投
入到了义卖活动中。

刚开始我有些害羞，不知如
何卖给大家。就在我不知所措
的时候，一位阿姨主动迎上来询
问，我鼓起勇气，给阿姨介绍了
活动的目的和宗旨。阿姨听了
点点头，不仅买了报纸，还给孩
子们捐款。我高兴极了，第一次
的成功鼓舞了我，于是我自信地
昂起头，高喊“卖报了，叔叔阿
姨，为了圆孩子的梦，请您献爱
心。”果然，买报的人越来越多！

但是，也有遭到拒绝的时

候，每当有人拒绝，我就有些沮
丧，可是一想起赵庄村的那些孩
子，我马上又有了勇气，为了他
们我要坚持，多卖一份报纸，他
们可能就会多一份礼物，于是我
又面带笑容，高喊卖报口号，继
续前行。

不到一个小时，我们的报纸
就卖完了，汗水浸透了我们的衣
服。当我们整理好义卖箱里的
钱，交给大河报老师时，我真是
太激动了，觉得这是我做过的最
有意义的事！

郑州这座绿城的每个角落
里都有爱。当活动结束离开的
时候，我回头又向广场望去，仿
佛看到了小记者们头顶太阳，身
穿红马甲，穿梭在人群中传递爱
心的身影，仿佛看到了赵庄村孩
子们收到礼物时那一张张开心
的笑脸。

指导老师 刘晓庆

爱心义卖
□大河报小记者、郑州市高新区外国语小学二（2）班 宋和谦

6月4日，大河报小记者活
动如期举行，这次是“爱心义卖”
活动，我们要去卖报纸，挣的钱
将捐给贫困的小朋友们，这个活
动很有意义，我一大早就来到集
合地点，领取报纸后出发了。

因为天气很热，没过一会儿
我就累得满头大汗，可是我还是
顶着烈日，全心全意地卖报纸，
因为我想：“为了多献一份爱心，
这点阳光不算什么！需要帮助
的小朋友收到捐款肯定高兴，他
们高兴，我更高兴！”想到这些，

我就更有劲了，见到叔叔、阿姨、
爷爷、奶奶就向他们推销报纸，
虽然有人会拒绝我，但是大部分
人还是很和善，知道我们是爱心
义卖，会夸奖我们，也会买下一
份报纸，献出他们的爱心。

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我卖
出了21份报纸，收获了25.7元
钱，这些钱虽然不多，却是我的
心意，想到需要帮助的小朋友可
以用这些钱买文具，我心里别提
多高兴了！

指导老师 康绮

珍爱生命
远离毒品
□大河报小记者、郑州市文化
绿城小学三（10）班 王虎森

5月7日，大河报小记者探
访“河南省毒品原植物识别宣
传教育基地”。

到了目的地，老师把小记
者们分成小组，有秩序地进入
宣传教育基地。首先映入眼
帘的是满园的花朵，这怎么能
和“毒品”沾上边呢？警察叔
叔微笑着对我们说：“别看这
些花看起来十分美丽，其实它
的危害特别大。它的名字叫
罂粟花，当花瓣落下时，就会
裸露出罂粟果，这些罂粟果经
过加工提炼就变成了毒品。
毒品的种类有很多，例如：冰
毒、麻古、摇头丸等。当人们
吸食毒品后，会产生强烈的心
理兴奋，麻痹神经中枢，极度
损害心脏、大脑组织和免疫系
统，严重者还会导致死亡。毒
品会让人上瘾，一旦上瘾就会
不择手段地去掠食毒品，甚至
会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危害
社会、危害生命。”

在基地里，警察叔叔们通
过介绍解说、实物展示、观看
宣传片等多种方式让我们了
解了毒品给人类和社会带来
的危害，有些同学还不时地向
警察叔叔提出自己疑惑的问
题，警察叔叔耐心地给我们讲
解，真是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
的思想教育课。我们不仅要
自身远离毒品，而且要把毒品
对人类和社会的危害告诫身
边的人，让大家“珍爱生命，远
离毒品，共建美好家园”。

为别人喝彩
□郑州市文化路一小五（9）班 李奕霖

学会为别人喝彩，这
是一种气度，也是一种美
德。

记得有一次，一位成
绩一向不是很好的同学在
跑步比赛中得了第一名，
大家都衷心地为他喝彩。
他激动得热泪盈眶，不住
地对大家说谢谢。从此以
后，他每次比赛都为班上
夺得名次，成了班上的运
动健将。

“金无足赤，人无完
人。”我们不能因为别人的
缺点就对别人的成功横加
挑剔，不屑一顾。每个人
都有优点，都有值得别人
为自己喝彩的地方：也许
是一张满分的卷子，也许
是拾金不昧的美德，也许
是一颗懂得感恩的心……

《三国演义》中周瑜和
诸葛亮同样是旷世奇才。
诸葛亮心胸宽阔、足智多
谋，为蜀国鞠躬尽瘁、死而

后已。周瑜却心胸狭窄，
最后被气得吐血而死，一
句“既生瑜，何生亮”毫无
保留地展示了他内心的阴
暗和多年积压在心头的嫉
妒。不难想象，如果周瑜
懂得为别人喝彩，他还会
被活活气死吗？我不禁想
到了俞伯牙与钟子期那浓
厚的友情，他们不就是通
过喝彩建立的友谊吗？

还有一次，我得到了
“三好学生”的奖状，同学
们都为我喝彩，我心里美
滋滋的，别提有多高兴了！

我们受到赞美和喝
彩，心中会非常激动。当
我们为别人喝彩时，别人
也是一样的心情。当你为
别人喝彩，你也会感到快
乐；当你对别人的成功横
眉冷对，你只会感到怨恨。

“赠人玫瑰，手有余
香。”同学们，让我们一起
学会为别人喝彩吧！

我的自画像
□郑州市纬一路小学三（1）班 李鑫泽

自画像，顾名思义，自
己把自己的模样画出来。
于是我对着镜子仔细欣赏
自己：壮实的身材，稍微有
点胖，又白又圆的脸蛋上
嵌着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
睛。再仔细一看，耳朵有
点小，鼻子有点塌。不过，
没关系，不影响我的帅
气。我很爱笑，任何时候
看见我，我都是一副笑呵
呵的样子。我呀，今年9
岁，体重90斤，身高1.46
米。我喜欢穿蓝色衣服。

我很活泼，爱运动。
溜冰、游泳、跳绳、打篮球、
踢毽子，我样样都会。但
我最喜欢打乒乓球。我只
要一有时间，就去球馆打
乒乓球。在教练的精心培
养和训练下，我由一个不
会握拍的孩子逐渐成长为
掌握了十几种打球技巧的
自信男孩。在球馆里，我
也结识了一些非常要好的
朋友。特别是我的师哥王
晨，我们经常在一起打球，

交流球技，无话不说。特
别是周四下午的“乒乓球
大比拼”，如果我们俩强强
联手，可以说是所向披
靡。哈哈，是不是感觉我
太自夸了？

告诉你一个小小的秘
密。近段时间，我特别喜
欢听鬼故事。但我一个人
时不敢听，天黑时更不敢
听。怎么办呢？我只好缠
着我的妈妈陪我听。我就
死缠硬磨，用我的三寸不
烂之舌，叽里呱啦地去说
服妈妈，直到妈妈答应为
止。听过鬼故事之后，我
更胆怯了，不敢一个人在
家，即使妈妈在家，我上卫
生间时，还是叫上妈妈送
我到卫生间门口。后来我
干脆就不再听了。

这就是我——李鑫
泽，愿意和我交朋友吗？
如果我们成为好朋友，我
先带你去打乒乓球，至于
鬼故事，就不听了吧。

指导老师 郑秋玲

为人之道

快乐少年

大河报少年

马上就要放假了，暑
假你打算怎么过？把你的
暑假生活写出来或画出来
与大家分享吧！投稿邮箱：
dhbxiaojizhe@126.com

大河报见报文章将在微
信“大河报少年”同步推出，您
可以为喜欢的文章投票、点
赞，每月得票最高的作者还有
惊喜哦！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

大河报小记者走上街头义卖《大河报》记者 张琮 摄影

大河报小记者社会公益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