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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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旭日作文

学校报全年班" 可享受
80:

折优惠" 并送教材#

($

朱石麟画室 电话'

5646698634;

# 优惠措施'

凭小记者证报朱石麟画室长年班" 赠送
344

元画材

或减免
344

元学费#

)$

卡琪屋童装店 电话'

469"=:;69:9;

# 优惠措

施' 凭小记者证到川汇区育新路与八一大道交叉口

西
;4

米路南的卡琪屋童装店消费" 可享受折上折

优惠#

*$

时尚小鱼童装专柜 优惠措施' 凭小记者证到

万顺达五楼的时尚小鱼童装专柜消费" 可享受折上

折优惠#

!+$

优尼卡外语周口分校 电话 !

)%((!!!

)#"+')!

# 优惠措施' 凭小记者证到川汇区育新路

与文明路交叉口东
;4

米路南的优尼卡外语学校报

名"可享受免费体验课一次(请提前预约)"报名即赠

送全套课程及书包一个#

**

咨询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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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晚报小记者活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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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两点四十分" 离约好活动开

始的时间过了十分钟" 还有小记者没

赶到现场$ 因为人不齐" 活动延迟举

行" 先行到来的小记者在烈日下等呀

等$每次小记者中心组织采访活动"总

有那么一两个学生迟到$对于迟到"他

们都有各自的原因"或赶不上公交车"

或路上塞车"或找不到目的地等"其实

这些都是借口$守时"是一名记者应该

具备的素质$

守时是纪律中最原始的也是一个

人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约会不守时"

对方可能会不再约你+考试不守时"那

你就不能安心作答+工作不守时"则可

能完成不了任务$虽然守时很重要"但

在我们生活中" 时常会有不守时的事

情发生$例如跟人约好时间见面"却久

等一小时而人未到+ 有些人和别人在

一个小时前说好的事" 一个小时后就

会变卦+又或者你需要面试"而你却迟

到了"那么不管你有什么理由"都会被

视为缺乏自我管理和约束能力" 给主

考官留下非常不好的印象$

约好的时间不能到" 迟到的时候

就会说出一大堆理由$有人说"这个世

界有太多的意外"搭车会迟"等电梯也

会迟"那么与其为迟到找理由开脱"为

什么不在出门前就先作好计划" 充分

预备好时间$在西方国家"大部分人都

有自己的行程表" 他们不会因为一个

人的不守时而改变自己的行程$ 如果

由于非主观原因造成不能如期赴约"

最好提前一天通知对方$如果能去"最

好在预约好的时间之前到达" 一般是

提前
;

分钟$但是在我们同家"很多人

都对安排计划和遵守时间的要求比较

宽松" 对去和别人会面也不在意是否

迟到" 但是这样的做法已经不适应现

代社会了$做事不守时"意味着做人没

信用" 谁愿意和没有信用的人打交道

呢, 相信你也不愿意老是等一个约好

了又不按时到的人吧&

言必行"行必果$守时守约不仅体

现出一个人的观念" 更能体现出这个

人的道德修养$而作为一名记者"哪怕

只是小记者"要去采访别人"也一定要

准时或提前"因为这是一种礼貌"也是

小记者应该具备的素质$记着"准时只

是下限"早到
;

分钟才是守时$

作一个守时的人" 在得到别人尊

重的同时"也会给别人一个好印象$希

望各位小记者在采访活动中和日常生

活里"都能做到守时守约"做个合格的

小记者和优秀的小学生$ "周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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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教学是使学生系统学习语言

和运用语言的综合能力训练方式$ 然

而"写作教学是整个语文教学中较为棘

手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刚刚接受作文教

学的小学生来说"作文的门槛更是难以

迈进$ 教学中"我想尽办法使学生在习

作时不产生畏难心理"培养他们的习作

欲望和兴趣"让学生乐写$ 如何才能使

学生乐意习作"喜爱习作, 现就此问题

略抒己见$

增加阅读总量

书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没有积累"

作文的语言"作文的构思"作文的艺术

等方面都将很难得到提升" 即使再加

工!修改"也只会让文字变味"所以最好

的办法就是读书$不仅只读那些所谓的

-作文精选."也不是只读-作文指导."

而是要读经典"读那些属于他们这个年

龄特有的营养的书$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0$ 对于

小学生来说"不可能/破万卷0"但要引

导他们多读书"读好书"就可以学到很

多优秀的词句"学会许多不同风格的体

裁和巧妙的构思"从中了解到许多有关

天文地理% 风土人情等方面的课外知

识$ 另外"大量阅读还能启迪学生的思

维"引发他们的创作思路$实践证明"学

生阅读的文章越多" 写作思路就越活

跃"越宽广$

培养口头表达能力

在小学写作教学中"常用一种/自

由作文0的练习形式"强调写自命题作

文$ 自由作文是指不由教师出题目%给

材料%设情境"而由学生自己拟题%定体

的作文训练方式" 让学生自由地倾吐"

给学生一种自由感%畅快感$ 他们想写

什么就写什么" 爱写什么就写什么"想

怎么写就怎么写"想用什么方式表达都

行"给学生展示才华的机会"有利于发

展学生的个性特点"培养他们的创新精

神$ 在说话中"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

力%思维的条理性"能使学生的习作更

准确%更贴切%更善表达$ 因而"应鼓励

学生大胆地说真话"说实在的话"说自

己的话"不要说假话"说空话"并引导学

生主动发现生活中感兴趣的东西"引导

学生去主动观察%分析%讨论"促使他们

发表自己独特的见解和看法$

作好观察笔记

坚持写日记"用自己的话写自己的

事$ 除了在校的小练笔外"也要求学生

坚持写日记$记日记的目的是为了锻炼

他们的观察能力"能够对每日发生的事

情做一下梳理"挑选出让自己最难忘的

或是最有意义的事"或是最触动自己的

事$ 篇幅不在长短"重要的是把一件事

情的经过记清楚"表达出自己的思想$

做好文章的修改

文不厌改" 好文章需要反复推敲$

让学生读经过老师改动后的文字"让他

们谈谈改动后有什么不同$对此我的做

法是'学生完成作文后"先浏览一下学

生的作文"考虑重点评改哪些有代表性

的作文" 选一两段具有示范性的习作"

用多媒体课件展示"组织全班同学集体

讨论$ 修改时"要求学生讲清每一部分

怎样修改"或增补%或调换%或删去"并

简要地说明修改的理由$ 评改时"指导

学生分小组互相讨论"共同修改"在修

改过程中取长补短"达到逐步提高习作

能力的效果$

总之"写作教学的教学成果是有声

的"是能够外显于纸上的$ 写作教学的

过程却又是极其复杂的"不同的人会有

不同的体会$ 要让学生真情表达"张扬

个性" 在写作中体会生活中的真情实

感"做自己的主人"逐步提高他们的写

作水平$

周口闫庄学校 王丽莉

4567)8

周口七一路二小三年级 买镜瑜

编号!

!"+')'

我是一个丢三落四的孩子$ 说起我

做过的丢三落四的事儿" 就算用一列火

车也装不完$

一次我去学校"到了班里"发现文具

盒竟没有带$上课了"老师在黑板上写了

很多题"让我们抄在笔记本上$我非常着

急"就在我六神无主之时"同桌看出了我

的心思"递给了我一支笔$ 中午"我回家

后"又将带笔的事忘了"结果"下午还要

借同桌的"真有点不好意思$

还有一次"事情还是发生在学校"但

这次不是忘带笔"而是忘带书$忘记带的

竟然是数学书"恰好那天数学课特别多"

老师狠狠地批评了我$ 这次是另一个同

桌伸出了援助的手" 帮助了我$ 中午回

家"我连忙把数学书放进书包"这才松了

一口气$

光这些事还不算" 我再讲一件事给

你听$ 早上"我刚踏进教室"老师已经到

了" 让我们拿出数学练习册" 我放好书

包"想从里面拿出练习册"可是包里其他

东西都放得好好的"就是没有练习册$老

师很无奈地说'/买镜瑜呀& 你有一天会

不会把自己也给忘在家里啊,0我羞愧难

当"猛然想起练习册忘奶奶家了"心想'

/要是我中午不回奶奶家" 那我可就完

了& 下午又要挨批了$ 0

瞧"我的这些事都多么礮啊&这个坏

毛病让我做起事来很被动" 甚至使我的

学习成绩倒退$我必须改掉"而且要快些

改掉这个毛病$ 大家可不要向我学哦&

老师点评!

真是一个丢三落四的小姑娘! 你可

要赶快改掉这个坏习惯啊" 本文选材真

实!感情真挚!围绕特点叙述!详略得当!

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