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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马伊莎将于本周过

生日! 看看你的阿姨为你的祝

福吧"

新博# 农历四月十九是你

!"

岁的生日!阿姨代表全家人

祝你生日快乐!学习进步!争取

升入理想的中学"

爱你的阿姨

小记者在行动

小记者#赵之博 编号#

!"!#

学校#周口六一路小学四$

$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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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在线

我们去春游

小记者#李家乐 编号#

!"%&

学校#周口六一路小学五$

'

%班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百花齐放!争奇斗艳" 在

这个季节里!人们喜欢在节假日里出门游玩"

星期六! 我们周口晚报的小记者一起来到沙颍河

畔去游玩" 到了第一个目的地! 老师我们先坐下来休

息"#嘟$的一声哨响!我们小记者快速集中到一起准备

进行第一个项目% 你想知道是什么吗& 告诉你吧!我们

要进行的是拔河比赛%

老师给我们分好队!讲了比赛规则 % 我被分到

了第二小队% 我们拿起绳子!随着一声哨响!比赛开

始了% 我们个个使出九牛二虎之力! 想把对方拉过

来% 对方也不甘示弱!人人都使出浑身解数% 你看!

绳子中间的红布可忙了! 一会儿跑到这边! 一会儿

又跑到那边% 这时!我脚下一滑!摔倒了% 对方使劲

一拉!红布跃过了对方的红线!对方赢了第一场% 到

了第二场! 我们交换了场地! 双方又开始了激烈比

拼% #加油'(加油(($在一旁的家长和女生们成

了拉拉队%最后!对方以
"

比
!

赢得了胜利%我和一位

对手友好地握了握手!因为我们都知道)友谊第一!比

赛第二%

临近中午!我们又来到了下一个活动场地%老师让

我们坐下来先吃午餐% 我拿出饼干*面包和饮料!和小

伙伴们一起有说有笑地吃起来%饭后!我们开始进行第

二个项目+,,击鼓传花% 当鼓声停时! 花落在谁的手

中!谁就要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这个游戏锻炼了小记

者的胆量%

活动最后!老师让我们到宽阔的地方放风筝%我们

拿着五颜六色的风筝来到指定地点!大家一起放!可能

是一旁种的树挡住了风婆婆的路!风筝一会儿升!一会

儿降!就像蓝天下的大蝴蝶在欢快地嬉戏呢-

随着风筝在蓝天下自由飞翔! 我们的活动也画上

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辅导老师#杨平云%

有趣的春游

小记者#刘东辰 编号#

"!""

学校#周口市纺织路小学六$

(

%班

在一个阳光明媚!风和日丽的上午!我们周口晚报的

小记者聚集在沙颍河畔!开始了盼望已久的春游活动%

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沿大庆路桥头向东出发!沿河

两岸只见一排排垂柳!迎风摇摆着婀娜的身姿!似乎在

向我们招手致意!欢迎我们的到来% 虽然雪花般的柳絮!

纷纷扬扬不时调皮地亲吻人们的脸庞!但丝毫没有影响

小记者们高涨的情绪% 经过一段时间的行走!我们来到

了一片空旷的草地上!老师让我们原地休息等会要进行

一个有趣的比赛,,,拔河%

首先进行比赛的是男生! 家长和女生在旁边当拉

拉队!各就各位!比赛就要开始了!只听.嘟$的一声哨

响!只见队员们个个屏住呼吸!双手紧紧抓住绳子 !身

子向后半躺着! 双方都使出了吃奶的劲都想要打败对

手/ 哨子终于响了!我所在的那一队赢了第一局% 双方

交换位置!只见队友们累得小脸通红!汗流浃背 !但同

学们个个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双方就位后!哨子响了!

大家一鼓作气!使劲向后拉!红绳快过线了 !我们一起

发力!终于把红绳拉过来了.哦- 我们赢了- $同学们挥

臂欢呼%

随后又依次进行了女生对女生! 家长男女混合拔

河比赛!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这种久违的亲情 *友情

比赛!更让同学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团结就是力量%

拔河比赛结束后!同学们一路欢歌笑语!来到中午野

炊的地方!这里绿草茵茵*凉风阵阵!大家各自享用着自

己带来的美食*饮料% 真惬意呀-

下午!老师又组织同学们玩起了.击鼓传花$的游戏!

小记者们借着这个平台!尽情展示了自己的才艺*绝活%

时间过得真快呀!转眼已经到了下午!同学们置身

在这暖洋洋的阳光下看着美丽的自然景色!耳边不时传

来不知名的鸟叫! 呼吸着带有青草气味的新鲜空气!真

叫人流连忘返呀-

小记者的幸福生活
!!!!!!

我叫赵之博! 是六一路小学的

一名学生#我喜欢跳拉丁舞!还爱看

书#三年级的时候!我成为了一名小

记者!从此!开始了我小记者的幸福

生活#

幸福生活之一$$$增加了%玩&

的机会# 以前!我最不喜欢周六!因

为要上许多特长班'补习班(成为小

记者以后! 我整天都在盼望星期六

的到来! 因为几乎每个月小记者都

会在周六组织活动! 这让我回到了

大自然! 还学到了很多课本里学不

到的知识)

幸福生活之二***小记者让我

爱上了写作) 还记得第一次参加小

记者活动以后! 我写的第一篇作文

没被发表! 不甘心的我又写了第二

次活动的感受! 还是没发表) 妈妈

帮我找来了优秀作文选! 劝我别灰

心! 只要多写多练! 肯定能写出好

文章来 ) 终于 ! 第三篇文章发表

了! 我开心极了) 就这样我慢慢地

爱上了写作) 到现在我已经发表好

几篇作品了! 还用自己得来的稿费

给妈妈买了一件生日礼物)

幸福生活之三***当小记者使

我增强了自信 ! 交到了许多新朋

友) 上小学一二年级时! 我是个有

点内向+ 爱害羞的小女孩# 平时学

校班级举行活动! 一般都看不到我

的身影# 当上小记者后! 每次周六

活动我都踊跃参加! 因为这些活动

实在太吸引我了! 它使我经历了各

种场面! 遇到了各种事情! 交了许

多 %同行&! 我们相互帮助! 一起

玩耍! 真是开心极了#

当上小记者已经两年了 ! 两

年的锻炼使我各方面都有了提高#

能成为一名小记者! 我感觉非常的

幸福# 这就是我作为小记者的幸福

生活#

$辅导老师#高晓斐%

请陪着孩子读书
一位教育专家说!想了解孩子!请

和孩子一起看漫画书%

有些家长说! 俺家孩子不爱看漫

画怎么办&没关系!不看漫画! 看别的

也可以! 只要和孩子一起读书! 就能

拉近亲子关系%

亲子阅读! 在我国目前的家庭教

育中比较缺失% 许多父母感叹) 现在

的孩子越来越难以理解% 究其原因!

还是父母缺乏与孩子的有效交流与沟

通% 而亲子阅读恰恰是促进沟通交流

的有效途径%

扬扬 0

7

岁1 的母亲开始也没有

意识到这一点 ! 在孩子的强烈要求

下! 她放下手中的家务! 陪着孩子阅

读绘本! 慢慢地! 她发现在亲子共读

的过程中! 孩子不仅性格变得开朗!

愿意和她分享书中的故事! 而且还开

始拥抱她! 并很懂事地说) .妈妈!

谢谢你陪我看书! 和我一起分享读书

的快乐%$

在亲子阅读的过程中! 孩子明白了

分享* 等待* 规则* 责任* 耐心等等%

有人说! 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

是他的阅读史% 没有阅读就不可能有

个体心灵的成长! 就不可能有个体精

神的完整发育% 同样! 一个和睦美满

的家庭也离不开阅读! 一个书香氛围

浓厚的家庭营造出的良好亲子关系是

一个只关注物质生活的家庭不能比的%

年轻的父母们! 请抽出一些时间

和孩子进行亲子共读吧%

走近孩子的心灵! 和孩子一起感

受他们的内心世界 ! 你会为他们澄

澈 * 灵动 * 广博而丰富的内在所震

撼% 如果! 你觉得自己不理解孩子!

请你在阅读中重新认识你的孩子% 学

会悦纳 ! 你爱他 ! 不是因为他的优

秀* 听话! 而是因为他是一个独立的

个体存在% 不要指责孩子所选择阅读

书目的幼稚! 不要呵斥孩子为什么总

是长不大! 总要看一些漫画书% 你所

需要做的! 就是放下繁杂的家务! 推

掉不必要的应酬! 每天抽出一点时间

和孩子共同阅读 ! 多问问孩子的想

法! 你会了解孩子的所思所想! 明白

他们的喜怒哀乐! 对父母来说! 这才

是最重要的%

孩子的成长是单行道 ! 无法回

头2 孩子的成长就像玻璃球! 摔碎了

就难再复原3 为人父母者! 不要害怕

花费时间陪孩子% 亲子共读!是重要的

家教手段! 也是父母给孩子最有意义

的爱% $杨寒冰%

小记者才艺表演& 晚报记者 藏秋花 摄

小记者及家长享受美好春光& 晚报记者 藏秋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