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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写作莱芜中心 董晗
“我的家里有个人很酷，三

头六臂，刀枪不入。”从哪儿传来
的优美歌声啊？嘿，当然是我们
莱芜蓝话筒和翰林写作的学员
们呀。要问我们为什么这么高
兴，那是因为我们要去参加齐鲁
晚报组织的“暖冬行动”。

我们历经一段时间的车程，
来到了目的地——— 茶业口镇峪
门小学。下了车，我们排着整齐
的队伍走进了峪门小学的大门，
一眼就看到了早已在操场上等
候我们的同学们，大家都很兴奋

和激动。我们小学员们和峪门小
学的同学们都做了自我介绍，让
大家彼此互相认识了一下。我们
大家还一块做了一个有趣的游
戏——— 跳绳。玩完游戏，我们把
自己带来的礼物送给了刚刚结
识的同学们，收到礼物的同学们
开心极了。做为回馈，他们也送
给了我们一些礼物，像他们自己
地里产的花生之类的农产品。老
师还带着我们一起去爬山，大家
都很卖力地爬山。虽然是在冬
天，个个累得却是满头大汗，汗
流浃背呀。午饭是炖白菜和馒

头，不知是累得还是到了饭时
了，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

吃完饭后，老师发给我们一
人一张卡片，要求在卡片上写下
自己想对朋友说的话。我飞快地
把整张卡片都写满了，它承载着
我对新朋友满满的祝福。最后我
们又一起表演和观看了自己创
作的节目。

快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
一转眼的工夫一天就过去了，我
们要回城了。同学们都依依不舍
地拥抱在一起，好想永远地停留
在这美好的时刻。

暖冬行动

翰林写作莱芜中心 闫格
在元旦节这个喜庆的日

子里，我们蓝话筒和翰林写作
与齐鲁晚报联合组织了一次

“ 暖 冬 行 动 ”，大 家 都 非 常 高
兴。

早晨，我们坐车赶往峪门
小学。一路上我们有说有笑，
转眼就到了峪门小学。张校长
发言后，我们就将各自带的礼
物送给新朋友。我交的新朋友
叫王传昊，他活泼开朗，通过

“下水饺”的游戏，我们更增加
了彼此的认识。很快到了吃饭
的时间，热腾腾、香喷喷的馒
头，看着都馋，我感觉从来都
没吃过这么香的午饭。

下午时刻，我们都表演了
节目，我们的笑声回荡在峪门
小学的上空，最后，我们依依
不舍的告别了。

通过这次活动，我更加明
白 了 友 谊 的 珍 贵 。我 的 新 朋
友，欢迎你到我们家做客。

翰林写作莱芜中心 亓静怡
今天，我们蓝话筒和翰林写

作的34名同学乘大巴来到莱城
区茶业口镇峪门小学。

一路上，我们有说有笑。一
会就到了峪门小学。最让我高兴
的是我认识了一位新朋友，并把
我带来的礼物送给了她。接着我
们一起做游戏，规则是这样的：
如果你碰到了跳绳，就会被淘
汰。我只跳了一下就别淘汰了，
真是出师不利。

很快到了午饭时间，我们急
匆匆的吃完饭，随后又和峪门小
学的学生举办了一场茶话会。同
学们表演的节目精彩纷呈。快板
干净利索，笑话让人捧腹，绕口
令一气喝成，当然还有掷地有声
清晰流畅的朗诵。优美的电子琴
演奏伴随着甜美的二重唱，真是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时间过得真快，眨眼到了依

依惜别的时候。最后我们合影留
念，伴着落日的余晖回家了。

翰林写作莱芜中心 王锦睿
三年级

元 旦 这 天 ，学 校 放 假 一
天，我们蓝话筒和翰林写作的
学员组织了一次非常有意义
的活动，去山区献爱心，和那
里 的 小 学 生 交 朋 友 ，感 觉 真
好。

“小朋友，站好了，我们出
发了！”郭老师的男中音通过
麦克风回响。当我们听到“出
发”，呼啦一下子就跑到车上，
按照顺序做好，就这样，汽车
载着我们出发了。

一路上我们有说有笑，山
路也越来越难走，坐在车里也
越来越头晕。透过车窗，看到
的是一片荒凉。一进学校，山

区的孩子就鼓掌表示欢迎，我
们也笑盈盈的冲他们挥了挥
手。

活动开始了，首先是我们
交朋友的时间。我看到峪门小
学的学生都很严肃，只有一个
小姑娘笑着，眼里好像在说：我
想和你交朋友。于是，我鼓起勇
气大胆的跑过去，把精心准备
的礼物送给她，我们彼此深深
的拥抱在一起。在老师的带动
下，我们一起玩游戏，灿烂的笑
容停留在每个人的脸上。

时 间 过 得 真 快 ，我 们 要
说 再 见 了 ，真 舍 不 得 我 们 的
新 朋 友 。这 次 活 动 不 仅 给 他
们 送 去 了 温 暖 ，也 让 我 们 带
着满满的爱意回家。

翰林写作莱芜中心 马甜甜
四年级

今天是元旦，我们蓝话筒和
翰林写作的学员参加了主题为

“爱在身边，温暖你我”的“暖冬
行动”。

到了峪门小学，首先把我们
带的礼物送给凭眼缘结交的新
朋友。我的新朋友叫王雪风，我
们都特别高兴。

为促进彼此的了解，我们玩
了一个叫“下饺子”的游戏。就是
两位老师摇绳，一位同学进去
跳。虽然第一轮我和王雪风就输
掉了，但是我并没有为此而伤
心，重在参与。

吃饭前我们去爬山了。虽然

山路特别难走，但我们的热情很
高涨。大家手挽手，并肩努力，我
还差点摔倒了。通过大家的锲而
不舍，我们终于登上了山顶。所
以吃饭的时候大家都特别高兴，
叽叽喳喳的谈论着自己的感受。

下午，我们举行了一个联欢
会，每一个同学都表演了节目，
非常的精彩。我也大胆的讲了两
个笑话，逗得大家狂笑不止，我
自己也非常开心。我们还集体表
演了“兔子舞”和“骑马舞”，都是
老师教的，最后大家都乐的东倒
西歪。

最后，我带着满满的收获，
满满的快乐，满满的幸福回忆坐
上了回家的车。

花园学校四年级六班 陈铭宇
今天，我参加了齐鲁晚报

“爱在身边、温暖你我”元旦活
动，老师带领我们去茶叶口镇峪
门小学献爱心。我精心挑选了五
本课外书和一套文具，准备送给
需要的小朋友。

上午，我们到达峪门小学
时，那里的同学们都站在教室前
面欢迎我们。在台上主持时，我
看到有个五年级的小男孩很孤
独，下台后我就不由自主的把自
己带的课外书送给了他，后来知
道他叫李学成，他的新年愿望是
想要一个不倒翁。后来我又交了
两个朋友，分别是王嘉伟和师顺

范。
上午的礼品赠送完毕后，我

们就要短暂的离开了，我们在一
个老爷爷的带领下登上了一座
小小的山头，在山顶合影之后我
们就下山了。

下午，我们开始表演才艺。
我演唱了歌曲“朋友”，送给我的
新朋友，我们快走时，王嘉伟又
送给我了一包花生，我们最终依
依不舍的再见。

在这次活动中，我结交了新
朋友，体验到了山村同学的生
活，学会了奉献爱心和与朋友分
享的快乐。

我相信，我们会再见面的！

别样的温暖 快乐的元旦

翰林写作莱芜中心 景舒琪
2014年元旦，我们蓝话筒和

翰林写作的34名同学一起去莱
芜茶业口峪门小学参加献爱心
社会实践活动。

早上，我们乘着大巴车来到
了峪门小学。我们34名同学分别
与峪门小学的24名学生结成爱
心“对子”,互赠了礼物,还在一起
做游戏、表演节目,愉快地度过了
新年的第一天。这次活动让我们
体验到了山村的生活 ,学会了奉

献爱心,也体验到了分享的快乐。
其中互赠礼物和做游戏的

情景最让我难忘。我真诚地把我
心爱的《木偶奇遇记》和《了不起
的狐狸爸爸》这两本书送给了峪
门小学的同学，那位同学也送给
我一袋当地的花生做为礼物。能
跟那里的同学分享礼物，我特别
高兴。这让我真正体会到了老师
曾告诉我们的“赠人玫瑰，手有
余香”这句话的含义。最开心的
是跟峪门小学的同学做游戏。峪

门小学的同学真厉害，他们个个
身轻如燕，动作敏捷，很少有被
淘汰的。我们学校的同学跳绳水
平比他们稍差点，看来，今后还
真得好好练一练呢！在这个环
节，同学们都兴奋地跳着、笑着，
开心极了。

通过这次实践活动，我懂得
了奉献爱心就是用自己的实际
行动去帮助别人，让他们感受
到身边处处都有爱、身边处处
是温暖。

峪门小学献爱心

花园学校三年级八班 冯璟琪
今天是元旦，我的心里特别

高兴，因为我要去茶业口镇峪门
小学参加“爱在身边，温暖你我”
活动。

早上八点，等所有的小伙伴
集合完毕后，我们一起坐上了大
巴车。在不知不觉中，经过四十
分钟的一路颠簸，我们终于到达
了目的地。一下车，我们便排着
整齐的队伍，沿着崎岖不平的山
路，一步一步走向峪门小学。。

十五分钟后，我看到眼前有
一座崭新的教学楼。啊，那就是我
盼望已久的峪门小学，在群山环
抱中，实在是太漂亮了。经过简短
的仪式，我们给峪门小学的小伙
伴带来了精彩的节目。作为节目
主持人的我，一点也不紧张，我将

平时所学的主持知识全部运用到
了这次节目主持中。每每听到台
下热烈的掌声，我的心里热乎乎
的。

最激动人心的，还是在互换
心愿卡和交换礼物这一环节。我
把我最喜爱的两本书作为礼物，
送给了我支援的小伙伴，我把心
愿卡也交给了他，这样我们变成
好朋友。接过峪门小学的小伙伴
的心愿卡和沉甸甸的一袋花生，
我的心里高兴极了，心想，我一定
会帮助你实现你的愿望。

时间过得真快呀，转眼之间
就到了我们要离开峪门小学的时
刻。坐在车上的我们，个个都不舍
得离开，车缓缓地开动了，看着身
后小伙伴的身影，我们挥着手说：
再见，明年我们还会回来的……

爱心之旅 爱心之旅

快乐的一天 最开心的一天

花园学校三年级五班 李一泓
今天，我们冒着严寒，驱车

两个小时到达位于大山深处的
茶业口镇峪门小学，参加了“爱
在身边、温暖你我”公益活动。

一路上，大家纷纷拿出自
己准备送给山区学生的文具和
书籍进行展示，叽叽喳喳说个
不停。我们了解到，峪门小学学
生身处山区，交通不便，学生大
都生活比较困难，所以大家踊
跃报名，希望能为帮助他们尽
一份微薄之力。终于到了峪门
小学，他们在寒风中迎接，我们
很激动，赶快找自己喜欢的同
学做朋友，把书籍和礼物全部
送给了他们。我们一起做游戏、
跳绳、登山、表演精彩节目，一
起吃忆苦思甜饭，体验了山区
孩子们生活的辛苦，我心里暗
想：原来我们的生活学习条件
比他们要优越很多，我必须倍
加珍惜。真是快乐的一天啊，我
们既收获了友谊，受到了教育，
又送出了爱心，让山区的孩子
们感受了春天的温暖。

返程的车轮慢慢启动，我
们依依不舍地挥手告别。爱心
传递温暖，祝福点燃希望，让
山区孩子们的梦想和我们一
起飞翔！

奉献爱心
传递温暖

峪门暖冬
翰林写作莱芜中心 赵曼如

2014年元旦，我们蓝话筒
和翰林写作的学员来到峪门小
学，体验山区生活。

终于到了峪门小学，我们
怀着激动的心情走了进去。首
先是一座黄白相间的教学楼，
房屋围绕着小学，显得格外显
眼。还有热烈欢迎我们的当地
小学生。

期盼的时刻终于到了，我
们开始交朋友了。我和一个叫
高杨钰的大姐姐做了好朋友，
我们很快就熟悉起来。我还送
给她一个暖手宝，四本《实用文
摘》。看得出她非常喜欢。

中午，我们在学校吃了大
锅饭，感觉真香啊！下午，我们
开了一个盛大的联欢会，有唱
歌的，有跳舞的，还有打快板的
呢……。

时间很快就溜走了，真希
望多参加一些这样的活动。

编者按
2014年1月1日，2014年的第一天,齐鲁晚报·今日莱芜“暖冬行动”走进莱城区茶业口

镇峪门小学,齐鲁晚报34名小记者与峪门小学的24名学生结成爱心“对子”,双方互赠礼
物,一起做游戏、表演节目,共同度过新年的第一天。以下是小记者们真情实感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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