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拾
金
不
昧
的
好
榜
样

责编： 陈暑艳 版式： 曾善美

新湖南·湘学频道

科教新报微信公众号

科教新报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主管

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 CN43-0044 邮发代号 41-8
新闻热线 0731-84326428 http://epaper.voc.com.cn/kjxb/

2019年 7月 3����日 己亥年六月初一 星期三
2019年第 27期（总第 2266期）

长
沙
高
新
区
雷
锋
小
学1301

班

明
嘉
轩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
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也有自
己的缺点，重要的是能“择其
善者而从之， 其不善者而改
之”。我的身边就有一个值得
我学习的人， 你知道他是谁
吗？ 继续往下看就知道了。

记得有一次， 我捡到了
一张牛奶卡，心想：到底是自
己留着用还是上交老师？ 上
交老师我有些舍不得， 留着
自己用如果被老师发现，肯
定会被臭骂一顿。顿时，我非
常矛盾， 心里像十五个吊桶
打水———七上八下。 正在这
时，他也捡到了一张牛奶卡，
只见他本来笑嘻嘻的脸上马
上严肃起来。 坐在课桌旁抓耳挠腮，似
乎在思考什么。突然，他定了定神，挺直
腰杆， 大步流星地朝老师办公室走去。
我被他的行动震了一下，心里顿时敞亮
起来，也毫不犹豫地跟着他一起把牛奶
卡交给了老师。老师对我俩拾金不昧的
事情给予了肯定和表扬。 我这才知道，
原来做了好事是多么开心，心里是多么
舒畅。 当我俩一起走出老师办公室时，
同时向对方竖起了大拇指。

他就是我的同学严胜超———一个
值得我们学习的小小男子汉。

指导老师：郑芳艳

廉 洁 在 我 心 中
长沙高新区雷锋小学 1403 班 易宝妮

说到廉洁， 人们会不由自主地想到
荷花， 它出淤泥而不染， 象征着高洁质
朴；人们还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兰草，它居
静而芳，象征着高风脱俗；还有“浑身碎
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石灰；“要
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的青松……

这些诗句、 这些植物无不告诉我们
一个道理： 做人应该一身正气， 洁身自
好，廉洁不贪。我认为不止政府官员要廉
洁，普通老百姓也应该洁身自好。习爷爷
指出“老虎苍蝇一起打”，就是强调不管
职位高低、权力大小，只要你贪污了，腐
败了，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廉洁已深深扎根我心。 记得一个周
末，奶奶带我去菜市场买菜。在一个菜摊
上，奶奶和卖菜的阿姨一直在寒暄，看得
出奶奶是这个菜摊的老主顾。 奶奶挑了

这种，选了那种，一会儿各种各样的菜就
装满了一个大塑料袋。 奶奶递给阿姨一
张百元大钞，“27 元，找你 73 元。 ”奶奶
接过阿姨找回的零钱随便数了一下就
走。走出那个菜摊后，奶奶拉着我的手几
乎一路小跑。 我疑惑不解地问奶奶:“到
底怎么啦？ ”奶奶说:“宝宝，我们赚了！哈
哈哈， 那个阿姨把一张 50 元当成 10 元
给奶奶了，一共找了 113 元。 ”奶奶边说
边乐，根本没注意我的表情。

我心里装满着这些数字:100、27、73
和 113， 眼前浮现起菜摊上的一幕幕情
景：卖菜阿姨热情的招呼声，粗糙的一双
黑手， 忙碌的身影……阿姨她一天能赚
多少钱呢？ 要是碰到两个像我奶奶这样
的，她不赔死才怪呢，菜都白送了还多找
钱给人家。 我突然觉得奶奶的笑声好古

怪，奶奶的做法太不应该了。这一次我破
天荒地和奶奶唱起了反调， 我说:“奶奶
你这样做不对， 你应该把多找的钱还给
人家，你看阿姨卖小莱挣钱多不容易，她
这样血本无归了,你忍心吗？ 你会受到良
心的谴责的，‘廉者不受嗟来之食’！ ”

奶奶听了我的活后沉默了一会，猛
然醒悟了似的，对我说:“宝儿，是我糊涂
呀！ ”在我的建议下，奶奶和我一起把多
找的钱退给了阿姨。

廉洁在心中，公正存天下，保持善良
正直的人品，做一个有品质、有
素养的人,愿廉洁在你、我、他
的身上闪闪发光。

指导老师：谢小芳

不让座的背后是温暖
长沙高新区雷锋小学 1403 班 李振梁

一个早晨，我独自一人漫步在
雷锋纪念馆。

“咚 - 咚”，一阵清脆的声音传
来，我抬头一看，原来是啄木鸟！ 我
的目光一直追随着它，最后，它把
我的目光稳稳地锁定在一棵树之
后，便不知所踪了。

这棵树真的很奇怪，明明它枝
繁叶茂，可它还在“打吊针”，这是
为什么呢？ 我走近一看，挂在树上
的塑料袋上写着“营养液”。 我见过
和营养液相似的物品，可都是在人
生病的时候才出现的，可这棵树这
么健壮，没有生病呀！

正当我疑惑不解的时候， 一位老爷爷走
了过来，他仿佛猜出了我的心思，问我：“小朋
友，你怎么了？ ”

老爷爷的到来让我看到希望， 我迫不及
待地问他：“爷爷， 您知道这棵树为什么要输
营养液吗？ ”爷爷笑眯眯地向我解释道：“因为
他是棵正在生长的小树呀，小树需要营养。 ”
我的问题又蹦了出来：“难道所有的营养液都
是给小树的吗？ ”“当然不是，大树也需要，而
且大树营养液的作用可大了， 它是一种用于
补充大树所需水分和养分的产品， 常常在大
树移栽或根系受到损害， 大树生长受影响时
使用。 由于大树在移栽过程中根系受到损伤，
导致根系吸收水分和养分的能力减弱， 再加
上树叶部分水分蒸发，树木很容易干枯而死，
而大树营养液能很好地给大树补充营养和水
分。 ”听了这些话，我恍然大悟！

天天出门走走，是个不错的主意哦，有时
还会收获满满。 看，我今天就知道了大树营养
液的作用！

指导老师：段凤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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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
在我们身边，总有一些平凡的人，他们无私
奉献的精神一直影响着我，至今还温暖着我
的心。

一个寒冷的冬天，寒风刺骨，外面白雪
皑皑，房屋、树枝都披上了白色的新衣，让人
们禁不住顶着寒冷去欣赏她的美貌。

就是这一天， 我和妈妈打算一起去逛
街，顺道欣赏这美丽的雪景。 由于天气原因，
我们坐的是公交车。 上车后，我们好不容易
看到了两个座位，急忙坐下来。 车上十分暖
和，和车外完全是两个世界。 也不知过了多
少个公交站，一个老奶奶上了车，可这时车
上已是摩肩接踵，挤成一团。 我看到坐在最
前面的叔叔动了一下，我想：世上的好人真
不少啊！ 可这叔叔并没有起身给老奶奶让
座，而且看都没再看一眼。 坐在后面的人纷
纷给老奶奶让座， 我又盯着那叔叔看了一
眼，他依旧坐在座位上纹丝不动。

车上的人都在议论那个叔叔的举
动，议论声越来越大，那叔叔仿佛充耳
不闻，只是好像在咬着牙。

那个叔叔终于下车了， 不一会儿，
车上好像比之前冷了许多，我仔细观察
起冷的原因来。啊！我惊呆了，那个叔叔
座位后的窗户烂了一个口子，但为了让
车上的人暖和些，他一直用自己的身体
挡着那个风口！

霎那间，我的泪水不自觉地滚落下
来， 这泪水仿佛融化了所有的冰雪，让
我不再感觉寒冷。

就像歌里唱的一样：只要人人献出
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那个
叔叔牺牲了小我，宁愿被误会，却温暖
了大家。 雷锋精神无处不在，就是这种
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我们的社会也
在这种精神的照耀下，变得更加美好和
谐、温暖有爱。 指导老师：谢小芳

罗巧灵 张雅倩 肖倩倩

1804 班 陈宇龙格
指导老师：段凤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