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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
国，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扬
在前胸……”红领巾是我们国旗
的一角，它是用革命先辈的鲜血
染红的，我们要爱护红领巾。

当我入学的时候，看见许多
大哥哥大姐姐都戴着一条鲜艳的
红领巾，我心里羡慕不已。我永
远也不会忘记上小学一年级十月
的一天，也是我戴上红领巾入队
的那一天。那一天，我们的何老
师急急忙忙地走进教室，好像有
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说。当何老师
的话音刚落，同学们欢呼起来，原
来是要给我们戴红领巾呀。下
午，同学们在操场上整齐地排好
队，这时，大哥哥大姐姐们手捧一
条条鲜艳的红领巾严肃而认真地
走到我们身旁，向我们举了个队
礼，接着给我们戴上红领巾。当
时，我的心情是多么的激动啊，我

终于光荣地成为了一名少先队
员，我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

有了红领巾，我天天都戴着
它。有一次去茶山公园春游，老
师要求同学们戴上红领巾。到
了茶山公园，同学们开心地玩起
来。有的在做游戏；有的在打羽
毛球……这时，我发现有一名同
学随地扔垃圾。于是，我跑过去
对他说 :“你不能随地扔垃圾，要
保护环境。”他不屑地瞟了我一
眼，我看了看胸前的红领巾，坚
定地再一次劝导他：“我们是少
先队员，保护环境是我们的责
任。”听罢，他羞愧地涨红了脸，
连声说 :“我知道了。”弯下腰把
垃圾捡了起来。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沿着革命先辈的光荣路程，爱祖
国，爱人民，少先队员是我们骄
傲的名称……”我爱你，我的红
领巾。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
每当想起这首歌，我就会望着胸
前的红领巾，就会想起暑假里发
生的一件事。

那一天，头上的太阳可不是
一般的大，蝉儿在树上不停地吐
槽：“热死了，热死了……”而我，
要在这个燠热的天气里到亲戚
家去。

当我提着两个大包走上公
交车的时候，看着满车厢的乘客，
我就明白没有座位了。唉，只能
站着了。我抓着扶手站着，车厢
里摇摇晃晃，过了一会儿，售票
员阿姨把她坐的小凳子给了我，
她则坐在原本放行李的地方。

又过了一会儿，车子停了下
来，迎面走上来一位老人，老人
白发苍苍，非常瘦弱。她一上
车，往周围看了看，没有座位，就
在原地站着。我把这一幕看在
眼里，低头望着红领巾，心里想：

“老人上了年纪，站久了会吃不

消吧？我是一名少先队员，应该
给这位老人让座。”于是我站起
身，对这位老人说：“老奶奶，要
不……您坐我这儿？”老人笑了
笑，摇了摇头：“孩子，你自己坐
吧，你也需要位置啊。其实，唉，
你看看我这腿，就算想坐，也坐
不了这小凳子呀。”我听了只好
点了点头，又坐了回去。

就在这时，一条鲜艳的红领
巾飘动起来，一位戴着红领巾的
小女孩向老奶奶说：“老奶奶，您
坐我这儿吧，这个椅子您坐得下
去。”老奶奶回头一看，还是摇摇
头：“孩子，你太瘦了，如果站着，
摔了怎么办？”小女孩扶着老奶奶
说：“我快下车了，您坐吧，这是我
们少先队员应该做的。”“好啊，好
啊……真是个可爱的孩子。”老奶
奶笑着，坐到了椅子上。

我望着那条红领巾，耳畔仿
佛又响起了“我们是共产主义接
班人……”

指导老师：蒋玉敏

一 年 级 上 学 期 ，我 加 入 了 少 先
队，我很开心。

老师告诉我：红领巾是五星红旗
的一角，是无数革命烈士用鲜血染红
的，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红领巾。可
我是个丢三落四的孩子，没多久，我
的红领巾就失踪了。我急了，在书包
里翻了一通，没有；教室的抽屉里也
没有；家里也没找着。

我 大声哭了起来。妈妈闻声赶
来，问我怎么了。我哭着说 :“我的红
领巾找不到了。”妈妈没帮我找，轻轻
地对我说 :“告诉你一个秘密，红领巾
可是有灵性的哦，你若再这么大声哭，
它可是会被你吓跑，不要你这个小主
人啦。”“什么?”我瞪大了眼睛，有些不
相信。妈妈继续说道 :“作为一名少先
队员，首先要保护好自己的红领巾，要

和它成为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其次，你
要为红领巾增添光彩。”和红领巾形影
不离，我知道，就是每天佩戴它。可是
为它增添光彩是什么意思呢？妈妈看
着我疑惑的眼睛继续解释道 :“红领巾
是少先队员的标志，作为一名少先队
员应该做到讲文明懂礼貌，上课认真
听课，课后认真完成作业，遵守纪律，
助人为乐，爱护公物等等。我突然间
感觉自己丢的这件神圣的宝物，必须
要靠自己的“修行”让它回来。为了让
消失的红领巾赶快回到我身边，我立
刻拿出作业，认认真真地做起来。当
我上课开小差时，我想起红领巾；当我
贪玩不写作业时，我想起了红领巾；当
我 不 爱 护 公 物 时 ，我 想 起 了 红 领 巾
……没过多久，我意外地发现书包里
有条折叠得整整齐齐的红领巾，我开

心地捧出红领巾，冲出房门，边跑边
喊 :“妈妈，妈妈，红领巾回来了。”妈妈
笑着说 :“你看，红领巾看到了你的努
力，接纳了你这个小主人了，今后你得
为它增添光彩哦。”

从那以后，我便牢记红领巾的要
求，立志做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记
得有一次我在小区广场玩，突然一阵

“叽叽咕咕”“哈哈”的声音引起了我的
注意。原来是一名六岁左右的小男
孩，在一片白菜上踩得正欢。我本想
不管，反正踩的也不是我家的菜。可
当我看到胸前的红领巾时，似乎看到
它生气的样子。我赶忙回头，大步走
向小男孩，严肃地说:“小朋友，别踩了，
那是别人辛辛苦苦晒的菜，被你这么
一弄，还有用吗?”小男孩白了我一眼，
不屑地说:“我就踩，你走开，不用你

管。”我很气恼，但又想：他不懂事，我
得“哄”着他。于是，我低下头，拍拍胸
前的红领巾说:“你看，多漂亮。我是一
名少先队员哩，我有责任指出你的错
误，若你改正了，我带你玩。”小男孩盯
着我胸前的红领巾说:“你那红红的东
西，我也想戴，可以吗?”我说:“可以，但
不是现在。如果你答应哥哥从现在开
始，不再破坏别人的东西，做一名好孩
子，很快你就会和哥哥一样成为一名
少先队员，拥有这神圣的红领巾。”小
男孩立马不踩了，飞快地跑到我身边，
说:“我也要戴红领巾。”我感受到作为
一名少先队员的责任和自豪。

我现在已是一名五年级的小学生
了，对“红领巾”有了更深的理解。我
爱红领巾，它将永远激励着我前行。

指导老师:余咏梅

让 座
□岩寺镇中心学校小记者站 陈汪阳

红领巾激励我前进
□长干小学小记者站 章耀文

小时候，我特别羡慕哥哥姐姐们
胸前飘扬的鲜艳的红领巾。每当幼儿
园放学后，我就跑到小学的围栏外，看
着那许许多多的红领巾在校园里舞
动，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一颗种
子：我也要戴红领巾。那时的我，脑海
里对红领巾根本没有深刻的认识，只
是觉得红领巾很漂亮，很威武，觉得戴
在身上是一件漂亮的装饰。

稍大一些，我读小学了，我每天都
在想，啥时候我能戴上红领巾呢。盼
星星，盼月亮，那一天终于到了。我这
个小小愿望要实现了，直到现在，我仍

清楚地记得，大姐姐将红领巾戴在我
脖子上，阳光拂过红领巾，让我感觉无
比温暖和庄严。回家后，我一直不停
地念着这句话：我是光荣的少先队员，
我是光荣的少先队员。

渐渐地，我融入了校园生活，迎来

了小学四年级，在过去的三年里，我每
天都戴着红领巾去上学，每天都努力
做好一名少先队员。四年级，我当选
为海阳二小的大队委员，戴上了我梦
寐以求的三道杠。这时的我对红领巾
的认识更深了，对，它是国旗的一角，

它是用烈士的鲜血染红的，它是神圣
的。它是一份责任，一份力量，更是一
份信心，我感觉此时的红领巾是沉甸
甸的，没错，我爱红领巾。

现在的我已经是一名六年级学生
了，已成为学校的大队长，红领巾也已
成为我最好的朋友。

我的生活离不开它，是它在我困
难时鼓励我，是它在我伤心时安慰我，
是它在我迷路时指引我，是它在我骄傲
时告诫我。红领巾见证了我的成长，它
会一直陪伴着我。我爱你，红领巾！

指导老师:曹志诚

做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甘棠中心学校小记者站 卞子轩

有一种颜色，永远也不褪色；有一
种幸福，饱含荣誉和甜蜜……它是梦
想，是希望，是它让我们积极向上。它
是谁？它就是红领巾。

小时候，我特别羡慕戴着红领巾
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他们雄赳赳、气
昂昂地唱着国歌好神气。当那一天，
我也戴上了红领巾，看着鲜艳的红色

在胸前飘扬，心中总是不能平静，因为
那是我梦寐以求的红领巾，激励着我
前进。

进入小学，戴上红领巾，成为少先
队员，我懂得了更多，我了解了关于少
先队的来源，少先队原来叫儿童队，创
办时因为缺衣少食，所以列宁的夫人
很着急，摘下她头上戴的红色三角头
巾，把它戴在队友的脖子上，说：“戴好
它，别玷污它。它的颜色是同革命战
旗一样的。”红领巾就这样诞生了。红
领巾不仅仅代表红旗的一角、烈士的
鲜血，更是一个时代的象征。我们要

好好保护红领巾，好好爱护它。
小的时候，我不知道红领巾的含

义，有时拿它擦嘴，有时拿它擦桌子
……我不懂得珍惜它。当老师讲红
领巾是用烈士的鲜血染成的之后，幼
小的我大吃一惊，我怎能用它擦桌子
呢？从此，我一直爱惜红领巾，直到
现在。

红领巾引领着我们，我们也要
爱惜它。让我们倾听一个个先
烈的英雄故事，让我们在绽
放光芒的火炬和红领巾
的激励下成长吧。

去年六一前夕，我们班全体同学
接到一个神圣而有意义的任务：为一
年级新入队的少先队员戴红领巾。

知道这个消息后，我兴奋极了。
自从五年前我戴上红领巾，我就时时
处处以优秀少先队员的标准严格要求
自己。期间，我学会了谦和礼让、助人
为乐，懂得了好学上进、无私奉献，红
领巾伴随着我茁壮成长。现在，又有
一批小朋友加入少先队，而他们的第
一次却是我们给他们戴。别看我每天
戴红领巾，闭着眼睛都能迅速熟练地
系好，可是给别人戴红领巾，这还是第
一次。回到家里，我请妈妈当模特，一
遍遍练习着如何为别人戴红领巾。

六一那天，随着大队辅导员宣布
新队员入队仪式开始，我们庄重地向
新队员走去，新队员个个兴奋得涨红
了脸。啊，这场景多么熟悉，多么亲
切。四年前的今天，作为一名新队
员 ，我 也 是 这 样 ，充 满 了 兴 奋 和 期
待。当一名老队员为我戴上红领巾
后，鲜艳的红领巾就成了我最好的伙
伴，每天都飘扬在我的胸前。每当我
取得一点进步，红领巾都好像变得更
加鲜红耀眼，仿佛为我取得的成绩而
自豪、欣喜；每当我犯了错，红领巾也

好像变得暗淡无光，仿佛在为我的行
为羞愧、懊恼。红领巾目睹着我的进
步，更鞭策着我的成长。现在，我已
经是一名有着四年队龄的老队员了，
受过多次表彰，无愧于胸前的红领
巾。我信步走到一名新队员面前，在
她兴奋的充满期待的目光中，我郑重
地捧起崭新的红领巾，小心翼翼地将
鲜艳的红领巾系在她胸前，并向她敬
了一个崇高的少先队礼。她兴奋地
昂头望着我，也将手举过头顶，向我
敬了一个庄严的少先队礼。我在她
眼中，看到了她对红领巾的向往，对
未来生活的期待，还有当一名优秀少
先队员的决心。

恍惚间，她胸前的红领巾，成了一
团跳动的火焰，跳动在她的胸前，也跳
动在我的眼里，更跳动在我的心里。
红领巾是无数革命先烈鲜血染成，承
载着无数革命先辈的希望和梦想，更
燃烧着我们年少的激情和渴望。我们
绝不辜负先辈的厚望，时刻严格要求
自己，做全面发展的少先队员，将革命
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用自己的实际
行动为红领巾增光添彩。

红领巾，我爱你！
指导老师：张玉娟

红领巾 我爱你
□汤口中心学校小记者站 谢俊杰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海阳二小小记者站 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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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领巾胸前飘
□阊江小学小记者站 凌谢琦

风筝与红领巾风筝与红领巾风筝与红领巾
□岩寺小学小记者站 邵渝玥玥

红领巾是无数革命先烈鲜
血染成的，是指引我们奋勇前行
的标志。红领巾是我每天戴在
胸前的骄傲，更是那蓝天下最艳
丽的一抹红。可我从来没想过，
胸前的红领巾，竟然还有这样的
作用……

公园旁的那条小径，是我每
天上学放学的必经之路。这一
天，放学了，我背着书包欢快地
哼着小曲走在这条路上，春日的
阳光照在脸上暖暖的，它似乎对
我胸前的红领巾很感兴趣，一直
调皮地在我鲜艳的红领巾上不
停地跳跃着。一阵微风吹来，胸
前 的 红 领 巾 仿 佛 和 暖 阳 在 舞
蹈。远处，有一群老人在闲聊，
有几位小孩在追逐打闹。近处，
有一位小女孩，看起来只有五六
岁的样子，扎着两根小马尾，身
穿一条粉里带白的裙子，手里拿
着一个燕子风筝，仿佛是从童话
故事里穿越而来的。

小女孩拿着风筝，试着来回
跑动，想让风筝起飞，可风筝总
是一头栽倒落地。哦，她一直都
是顺着风的方向放的，难怪放不
起来。看着她没有经验的样子，
我忍不住笑了出来。她好像也
看到了路旁的我，愣了一会，径

直朝我走来，眨着她那双大大的
眼睛对我说：“姐姐，我的风筝怎
么也放不起来，你能帮帮我吗？”
我好像是早有预料一样，爽快地
答应了：“可以啊。”于是我和她走
进一块空旷之地，我放下书包，对
她说：“放风筝应该逆风飞。”她拍
了拍脑袋问道：“什么是逆风啊？”
我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毕竟她
只有五六岁。正在我冥思苦想
时，一低头，我看到了自己的红领
巾，灵机一动，取下红领巾，将它
举在半空中，“你看红领巾往哪边
飘，只要与它相反的方向放风筝
就可以了。”小女孩若有所思地看
了看我说：“那我试试吧。”小女孩
再次放起了她的风筝，“飞起来
啦！飞起来啦！”小女孩惊喜地看
着我。我和她玩了一会，便准备
回家。临走前，小女孩说：“哇，姐
姐你太聪明了，我什么时候也能
戴上这红领巾呀。”

回家的路上，夕阳照在我鲜
艳的红领巾上，使它变得更加耀
眼。抬头望着远处高飞的风筝，
我若有所悟：时代在变化，但红
领巾却一直引领着我们向前，陪
伴我们成长，让我们如同那风筝
般，在祖国的蓝天下振翅高飞。

指导老师：谢莉萍

新安春韵 碧阳初中小记者站 戴天岚

当我戴上那光荣的红领巾时，我
发现自己肩上的责任重了，要走的路
更远了，我不再是一个人，我加入了少
先队。在这个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团
队里，我快速成长。我不仅学到了知
识，还学到了不畏困难，在逆境中挑战
自己、敢于向上的高尚品质。

我为红领巾骄傲。加入少先队那
天，老师告诉我们：红领巾是五星红旗
的一角，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它，佩戴上
它，我仿佛置身于烈士碑前，感受到烈
士们为了祖国和平、人民幸福顽强拼

搏的斗志；端详着它，仿佛看到一股光
辉照耀着中国大地，在祖国这个大花
园里，我们少先队员像一朵朵含苞待
放的花，被前辈的豪情滋养；细细抚摸
它，仿佛触摸到了前辈和我共同跳动

的心脏，前辈成了祖国花园的勤劳园
丁和少先队员的引路人。

我为少先队骄傲。这支队伍由青
少年组成、由共产主义接班人组成，他
们的背后是祖国人民，他们的前方是

美好未来，他们心中有那永远飘扬鲜
艳的红领巾。

我热爱红领巾，热爱少先队员这
个光荣称号。几十年前，革命先烈们
抛头颅、洒热血、保家园，胜利的歌声
响彻南北，革命的旗帜飘扬四方。如
今，他们实现了伟大理想，且将革命接
班人的重任交到我们少先队员手里，
我们不能丢脸，要做全面发展的青少
年，要做到热爱祖国、品学兼优、见义
勇为、尊老爱幼、诚实守信……让胸前
的红领巾更加鲜艳。

我爱红领巾
□叶 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