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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晚报小记者
征集友好合作单位启事

周口晚报小记者活动中心经周口市委宣

传部! 周口市文明办! 周口市教育局! 共青团

周口市委和周口日报社联合下文 " 于
3454

年

55

月
54

日成立" 旨在培养中小学生的写作能

力! 交际能力及综合能力# 自成立以来" 周口

晚报小记者的形象和品牌已产生巨大的社会反

响$ 目前周口晚报小记者已遍布周口市区各小

学" 已建立小记者站的学校达
34

个" 发展小

记者近
6444

人" 已培养小记者
7444

多人次$

为给广大小记者提供更多的社会实践和发

展平台" 也为更好地与各单位建立友好合作关

系" 互惠互利% 共同发展" 我们诚邀各企业!

商家及培训机构等参与到周口晚报小记者友好

合作单位的队伍中来" 相信您的参与将使我们

羽翼更加丰满" 您的智

慧将使我们的步履更加

稳健&

周口晚报小记者合

作单位以及对小记者的优惠措施'

!$

爱你宝贝 电话'

8489979

$ 优惠措施' 凭

小记者证到川汇区育新路爱你宝贝摄影馆拍摄

生日照" 可免费赠送
54

寸小画匠摆台一个$

%$

九阳生活馆 电话'

:364:33

$ 优惠措施'

凭小记者证到川汇区文明路九阳生活馆购九阳

产品可享
90;

折$

"$

雪狼网球俱乐部 电话'

:963999

$ 优惠措

施' 凭小记者证到市体育馆可免费体验网球运

动一次" 报名学网球可享
9

折$

&$

德克士中州路餐厅 电话'

8486777

$ 优惠

措施' 凭小记者证到川汇区中州大道德克士餐

厅消费" 可享受单点产品
:

折优惠$

'$

市体育中心丰厚足球俱乐部 电话 '

56696969696

$ 优惠措施'可凭小记者证享受优

惠"常年班
5;4

元
<

月"并赠送一套训练服 $ 另

到丰厚足球俱乐部装备部 (滨河中路 )购体育

用品%服装可享受
:0;

折优惠#

($

旭日作文 电话'

:96:5:7

# 优惠措施' 凭

小记者证到川汇区人民路与文明路交叉口旭日

作文学校报全年班享受
80:

折优惠" 并送教材#

)$

周口声艺影视艺术学校小主持人培训

电话'

56:69"94488

# 优惠措施'凭小记者证

到川汇区八一大道与交通大道交叉口天鹅商厦

8

楼"报常年班
8

折优惠"送教材送书包#今年
5

月以来所有小记者发表的作品" 已由著名播音

员配乐朗诵完成"欢迎家长领取#

**

咨询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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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晚报小记者活动中心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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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建设路小学 理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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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人的作文是孩子们习作当中接触较多

的文章"我一直在探索"如何在写人的作文中

凸显人物个性呢+

一"选择#特别$之人%

世上没有两片一样的树叶"同样也没有两

个完全一样的人$每个人的外貌!性格!爱好都

有差异"行为处事也有不同$ 我们要选择印象

深刻且与众不同的人来写"锁定这个人你就有

话可说$ 比如我为学生布置的一篇作文,,,

-这个人"我喜欢.$ 学生就从身边接触最多的

人中进行选材"写出了-特别的外教.%-灰太狼

爸爸.%-原生态妈妈.%-笑外婆.等$

二"举出凸显特别之处的例子&

大家都知道"写人离不开事例$ 锁定这个

特别之人后"我们就抓住他(她)身上最为突出

的%个性十足的特征来写"并且要通过具体事

例来体现这一特征$ 比如写一个人的幽默"就

举出他(她)风趣的言行/如果写一个人比较个

性"就要列举出能彰显他(她)与众不同的例

子/如果他(她)伶牙俐齿"就要列举出他(她)

能说会道的例子$ 有了例子"人物形象才会更

鲜活"文章才有说服力$

-原生态妈妈.中"小作者写了妈妈每天都

要去早市买东西$爱买打折商品"爱占小便宜$

妈妈从不掩饰自己"只要听说某某超市有打折

商品"她总是早早就到"甚至有时候穿着睡衣

就跑出去"这让0我1感到丢脸$ 妈妈的素面朝

天让0我1赏心悦目$ 哪个女人不爱美+ 但成为

妈妈后"她认为0我1每天光鲜亮丽才更重要$

所以早市买东西时" 妈妈的砍价声不再刺耳"

而是银铃般动听$ -灰太狼爸爸.中"小作者写

了爸爸像灰太狼一样爱妈妈"每天给工作繁忙

的妈妈做饭/妈妈发脾气的时候"爸爸总是幽

默地说'0生气会让人变老的1" 从来没有和妈

妈红过脸$爸爸有灰太狼的毅力%恒心"不管做

什么事"爸爸非把这件事做好不可/爸爸还像

灰太狼一样有智慧"爱动脑筋"爸爸总能把家

里的废品变成宝$

三'学会细节描写的方法&

人物的品质特征往往反映在行为和语言

上"甚至是心理和神态上"在列举人物的典型

事例时"一定要把握这些细节"精心刻画"这样

写出来的人物才有血有肉"个性鲜明"充满活

力$ -特别的外教.中"小作者描写了外教老师

的语言%动作$02

=>((2

&3老外蹦跳着出现了"可

把大家着实吓了一跳1%0课堂气氛很活跃"他

边教单词还不时地做一些滑稽的动作"手舞足

蹈"逗得大家开怀大笑# 1-笑外婆.中"小作者

写到'0外婆的笑"与小家碧玉的温柔甜美是绝

无关系的#她笑起来绝不掩口做作"仰起头"裂

开嘴" 露出唯一被岁月轻轻放过的雪白的牙

齿"任那股气流从丹田冲将上来"携着满腔的

豪气# 1

四"举例要不落俗套&

典型事例不需要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也不

能老盯着传统的事例#选材上要尽可能不落俗

套"独特新颖"才能让人耳目一新# 比如写-我

的爸爸." 有学生就抓住爸爸的丑态来写'0爸

爸有一个锅盖似的将军肚" 每天饭碗一推"拿

张报纸就躺在沙发上"一待就是半天# 有时妈

妈叫他"快则半小时"慢则**唉"我的懒爸爸

哟& 1

五"写出对自己的影响&

人物身上的特别之处是我们要表现的重

点#这一特别之处对你的学习或生活产生着某

些影响'可能为你解决了某些问题"可能给了

你某些教益和启发"也可能给你带来了全新的

体验和快乐# 总之"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团生命

之火"都有一颗生命的种子"这火要燃烧"燃烧

出亮丽的人生/这种子要发芽"长成参天大树#

让我们笔下的人物个性特征凸现出来吧&

,-./0123

同是小记者" 共同生活在同一个环境里"

也都到实践中去了"到学生中去了"为什么有

的小记者能写出优秀的新闻作品"而有的记者

发现不了新闻线索"或者说发现不了有意义的

新闻线索呢+为什么有的小记者总是埋怨没有

什么东西可写"说到底就是新闻敏感的问题#

什么叫新闻敏感或新闻触角呢+ 简言之"

就是新闻工作者识别新闻的敏锐能力#一个具

有新闻价值的事情" 别人不能看出它是新闻"

而你却一下就能识别它是新闻"这就是新闻敏

感# 没有一定的新闻触角和新闻敏感"就很难

写出一篇像样的新闻稿# 美国新闻学家卡斯

柏4约斯特在-新闻学原理.一书中的一段话"

形象地阐述了新闻敏感对于记者的重要性#他

说'0一个不善于辨别色彩的人"不能成为一个

画家/一个不懂得和谐的人"不能成为一个音

乐家/一个没有2新闻敏感3的人"也不能成为

一个新闻记者# 1培养新闻触角和新闻敏感"善

于发现新闻线索"就能够当事情还在0风起于

清萍之末1时"就敏感地察觉到它"并预见它的

去向"从而比较得心应手地写出一篇新闻稿#

当然"新闻敏感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记

者在采访实践中不断培养练习获得的#在小记

者群中"不乏这样的人"他们刚开始成为一名

小记者的时候"不用说缺乏新闻触角和新闻敏

感"就是基本的新闻知识也不具备#但是"他们

经过一段时间的新闻实践"刻苦学习"勤奋笔

耕"终于成为一名有一定新闻敏感和写作能力

的小记者# (周晓)

(&)*

456789

旭日作文学校六年级 齐林

我"是一只活泼可爱的小熊/我"是

一只顽皮捣蛋的小熊/我"是一只滑稽可

笑的小熊" 我的名字叫
?&@@A

# 不瞒你

说"我只是一个可爱的熊形文具盒#

我有着小小的嘴巴" 炯炯有神的大

眼睛" 主人说我的眼睛像两颗大大的珍

珠"放射着耀眼的光芒#我还有一个肥乎

乎的大肚子"里面钢笔%尺子%橡皮**

应有尽有& 主人把我弄得肚子都快要爆

炸了&

有一次"主人快要考试了"她从我的

肚子里取出了钢笔妹妹" 在稿纸哥哥的

身上打着一遍又一遍的公式" 用了一张

又一张的稿纸" 当所有功课都复习完之

后"主人0喂1钢笔妹妹0喝汤1"迎接考试

的到来#

第二天一大早"主人早早地起床了"

准备迎接考试#进入考场"主人把我拿了

出来"接着把钢笔妹妹也请拿了出来"开

始做题#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 主人写错了

一个字"我急忙把橡皮姑姑推了出去"主

人要用铅笔" 我又急忙把铅笔姐姐推出

去**这样一次又一次地推" 累得我大

汗淋漓"不过为了主人"我这样做是值得

的& 铃声再次响起"考试结束了#

过了几天" 我和主人一起去领通知

书# 老师突然点到主人说 '0齐林 "

544

分& 1主人心里又惊讶又欢喜# 她不禁亲

了我一下说'0要不是你" 我绝对不可能

得
544

分的"谢谢你& 1我也兴奋地点了

点头#

从此以后" 主人对我更是爱不释手

了"每天我们都互帮互助"如一对亲密的

伙伴#

这就是我,,,文具盒
?&@@A

&

旭日作文老师点评!

小作者用第一人称介绍了文具盒的

样子!作用等"让人感到乐趣无穷# 文具

盒这样一个静物" 因为有了人的特征而

显得鲜活起来"创新精神值得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