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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孩子热爱劳动!首先要培养孩子对劳

动的感情

让孩子认识劳动是最光荣的!认识劳动的

过程!认识劳动的收获!认识劳动的果实!认识

劳动的快乐"认识春播#秋收!认识高楼是怎样

拔地而起的!认识香喷喷的饭菜是怎样端上桌

的" 培养孩子尊敬和热爱劳动者!珍惜他们的

劳动成果!包括家长的家务劳动" 从一点一滴

教育#引导孩子!增强热爱劳动的感情"

培养孩子热爱劳动要教会孩子劳动

要教会孩子一些力所能及的#符合孩子年

龄特点的劳动" 教会孩子劳动越早越好" 一般

情况下! 孩子在
!

岁左右就有帮助妈妈的愿

望!此时可以让孩子递送玩具!给妈妈擦擦汗"

"

岁左右孩子就可以搬拿较大的东西!可以让

孩子整理自己的书籍#玩具!随用随整理"孩子

#$%

岁时可以完成简单的劳动! 让孩子浇浇

花!洗自己和爸爸#妈妈的手帕#袜子!自己整

理床铺#衣物"

&$'

岁的孩子基本上可以负担

家务劳动了!让孩子扫地#墩地!擦擦桌子!饭

前摆好桌椅碗筷!饭后帮助家长进行收拾" 总

之!锻炼孩子的劳动本领!要注意孩子的接受

和劳动能力!不要让孩子产生畏惧心理!让孩

子看到劳动的成果!体会劳动带给自己和他人

的乐趣"

培养孩子热爱劳动还要有充分的耐心和

信心" 毕竟是孩子做事!决不要用成人的劳动

标准去要求孩子!不要因为一次做不好而责怪

他!更不要因孩子没有做好而自己去做!挫伤

孩子的劳动积极性" 家长要耐心指导!一遍不

行!两遍!要积极鼓励孩子大胆去做" 要有信

心!相信孩子一定能够做好" 孩子完成得即使

有缺陷!也要对孩子的劳动积极肯定!不足的

地方进行激励性评价!孩子会更乐于接受并不

断进取" 另外!一定不要在劳动中跟孩子讲条

件!劳动是锻炼!是成长的必需!不是交易!不

要轻易给予奖赏" 另一方面!不要把让孩子劳

动当作处罚孩子的手段! 这只能使孩子厌恶#

畏惧劳动!逃避#应付劳动!从而走向热爱劳动

的反面" "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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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
书架

小记者风采征集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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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青春我做主! 在这个时代! 个

性与张扬! 能力与特长! 奋斗与追求是

我们的主题"

小记者们敞开心窗 ! 秀出自己吧 #

$小记者风采% 版块将为您提供一个平

台! 分享学习经验& 共话成长过程中的

快乐与烦恼! 或者你有什么梦想也可以

与我们分享' 少年强则中国强! 这是一

个公益的平台! 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平台!

正在为中国梦增添光彩' 本版块将展示

小记者的个性风采! 只要你传一张自己

的照片! 写上自我介绍与一段学习经验&

活动感想或者是难忘的事都可以与大家

一起分享( 欢迎广大小记者踊跃报名 !

秀出自己'

征集对象$ 周口晚报小记者

应征条件$ 一张个人单照 )生活照&

艺术照均可! 要求像素清晰*% 一段自

我简介 )姓名+ 编号& 学校& 班级& 爱

好等*, 一段学习心得& 活动采风感想或

者是难忘的事"

投稿方式$ 请把文字和照片发至邮

箱
/0:;<=/3!"&567*

咨询电话$

!"#$%&'())*

小记者风采

家长学堂

!"#$!%&'()*

小记者$李飞宇 学校$周口六一路小学

爱好$看书&画画&打篮球

座右铭$天才在于勤奋!知识在于积累'

大家好 ' 我叫李飞宇 ! 今年
!>

岁

了 ! 是周口六一路小学四 )

%

* 班的学

生"

我特别喜欢画画! 每当完成作业以

后! 我就在书桌上开始画一些卡通& 动

漫& 山水花之类的图画" 我的房间里挂

满了一幅幅我的小作品" 每周一的 -小

记者周刊. 我都会认真阅读和欣赏( 当

看到我的绘画作品上报的那一刻! 甭提

我的心里有多高兴啦
?

上二年级的时候! 我加入了周口晚

报小记者队伍 ( 在参加小记者活动中 !

我不仅开阔了视野! 增强了学习+ 做事

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 还提高了自信心 !

很多方面都得到了历练(

我踊跃参加小记者的各项活动! 金秋

采摘活动! 让我知道了有辛勤的付出! 就

有好的收获, 乒乓球+ 羽毛球比赛! 使我

懂得了团队的力量与合作的重要性, 植

/幸福林%! 让我想到了爱护树木! 人人有

责00这些活动都让我深有感触 ! 受益

匪浅(

此时此刻! 我非常感谢周口晚报所

有的叔叔阿姨们! 为我们提供这么好的

一个平台和机会 ! 得以展示各种才华 (

我骄傲!我是一名小记者'

朋友们!你们也赶快加入小记者队伍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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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小跳爱科学)科学是快

乐的'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

脑门儿上写满了问号! 一张嘴

就是/为什么%!见怪必怪+大惊

小怪!脑细胞飞速运转!想停都

停不下来00恭喜你! 你和我

一样得了科学梦想症! 其后果

非常严重! 轻则一不小心就成

了科学家!重则会改变世界!征

服宇宙( 外星人+海底世界+史

前恐龙00这些都是我的科学

课题( 我的目标是1 知遍天下

事!玩遍好玩儿的!将科学进行

到底'

科学并不是枯燥的! 它充

满了色彩! 就像是搭在我和未

知世界中间的一座彩虹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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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受欢迎的中国经典故

事)内有儿童经典故事!文图+

拼音相结合 !内容精彩 !适合

少年儿童阅读( -最受欢迎的

中国经典故事. 主要内容1盘

古开天地女娲造人 + 羿射九

日+太阳神+嫦娥奔月+神农尝

百草+精卫填海+夸父逐日+黄

帝的故事+尧的故事 +舜的故

事+大禹治水+牛郎织女+白蛇

传+孟姜女哭长城 +梁伯与祝

英台+武松打虎 +孙悟空大闹

天宫+三打白骨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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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羊血顶儿)是动物小

说大王沈石溪写的一篇长篇

小说!主要讲述了血顶儿为母

羊猴戏复仇的故事(

一双羊眼!闪着寒光!喷着

怒火,两只羊角!笔直挺拔!如

刀似剑,三只小狼崽!死在它的

手下,一只大恶狼!被它追得四

处逃窜(它是盘羊群中的疯子2

还是动物世界的英雄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