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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七一路一小六#

5

$班 彭文慧 编号%

3367

今天!阳光明媚!我怀着无比激

动的心情来到五一广场! 参加周口

晚报举办的小记者学采访! 比摄影

活动"

来到广场! 已经来了好多小记

者! 原来这里正在举办大型房展活

动"我们集合后!在老师的带领下出

发了"

我们到的笫一个楼盘是建业#未

来城!一位漂亮的姐姐给我们进行了

认真的讲解!原来这个楼盘其中六栋

是高楼!有十八层高" 我要是能住在

环境这么美的地方!该多么幸福呀"

我们又采访了第二个小区$$$

山水郡府% 首先映入眼帘是立体感

很强的山山水水!非常漂亮!也是高

层小区! 惹得我们小记者都高声尖

叫起来"后来!我们又陆陆续续采访

了好几家! 每一家都对我们小记者

很热情! 并送给了我们很多的小礼

物"我们既学到了很多知识!又得到

了礼物"

这真是一次有意义的活动"

#辅导老师%任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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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七一路二小三#

3

$班 经博翔 编号%

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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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小记者首先要学会采访!

这对我来说真是个难题"没想到!

机会很快来了"

4

月
39

日!周口晚

报小记者中心举办了 &锦绣江南

杯'学采访(比摄影小记者大练兵

活动!我积极地要求参加%

&人多! 房地产的展厅也好

多!这采访谁)怎么采访啊)'一进

入房展会!我的心就凉了大半截%

只见现场人头攒动! 各家房地产

商搭建起来的展厅各具特色!引

来了现场市民的围观和热议% 我

的心&怦怦'直跳!因为我是第一

次当记者!完全不懂采访!更别提

技巧了%

我们这一组由臧老师带领!

准备采访了景园盛世华都( 永丰

观澜国际(中悦#上尊和碧桂园等

展厅%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三个

男生走进了中悦#上尊楼盘!热情

的职业顾问向我们介绍了楼盘的

具体情况%中悦#上尊位于大庆北

路与建设大道交叉口! 有高层和

多层!小区的绿化面积也很大!停

车场分地上和地下% 最让我感兴

趣的是!小区设计有室内游泳馆!

游泳馆还分成人和儿童的% 置业

阿姨告诉我们! 有时间小记者随

时可以去游玩(参观%

一路采访下来! 我的心情已

由之前的紧张变成了兴奋! 采访

也越来越顺利! 甚至可以问一些

采访提纲上没有的问题了! 俨然

像个老记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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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实验小学六#

3

$班 史钟钦 编号%

3637

4

月
39

日下午! 周口晚报小

记者在五一广场举行了 &锦绣江

南杯'学采访(比摄影小记者大练

兵活动%

首先! 我们在带队老师的带

领下来到了大地华府! 采访了大

地华府的销售经理孙斌% 孙斌给

我们讲解了大地华府的位置$$$

七一东路! 还为我们讲解了小区

的安全保卫措施$$$进门要刷

卡!

35

小时保安巡逻!晚上还有红

外线扫描系统!只要有盗贼闯入!

就会被扫描到!警笛马上响起%

在带队老师的带领下! 我们

又走进了建业#未来城% 接待我们

的是叶燕顾问! 叶燕对我们提问

的问题都一一作答% 我们了解到!

建业#未来城占地
729

亩! 房子有

776

栋!

77

栋
;

层的!

;

栋
7:

层的

!小区总绿化率
58<

!建筑结构是

全线浇板式结构% 小区内部有专

业的物业管理!有多点监控!还有

保安
35

小时巡逻% 步行两分钟!

可到达国际双语幼儿园! 离小区

不远还有周口银行和工商银行%

晚上睡觉时! 我梦见自己还

在五一广场采访呢*

#辅导老师%刘英$

DEFG

周口六一路小学五#

6

$班 李哲帆 编号%

398;

4

月
39

日下午! 周口晚报小

记者举行了一次采访活动%

我来到五一广场! 这里的楼

盘有大地华府( 山水郡府( 天明

城(阳光花墅++首先!我们来到

了大地华府%据了解!它是一个
79

万平方米的品质大盘% 销售经理

孙斌给我们讲了楼盘的安全保卫

措施$$$必须刷卡才能进 !

35

小

时红外线监控! 这样的小区一定

很安全%

我又来到了山水郡府!据工作

人员介绍! 这个楼盘是大师主笔!

原石叠山!巨型景观!全线浇筑!建

筑主体坚固抗震! 最大
69

米宽阔

楼距% 最后我来到了阳光花墅!据

工作人员介绍!它是周口南行政中

心的绝版多屋花园洋房%

通过这次采访! 我看到了周

口这几年突飞猛进的变化% 我相

信!不久的将来!周口会变得更加

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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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六一路小学五#

7

$班 王梓郡 编号%

7:97

今天!久违的阳光终于和人们

&约会'了!我参加了周口晚报举办

的小记者学采访(比摄影活动%

我和妈妈兴高采烈地来到活

动地点!看到早已挤满了人% 虽然

今天比较热!但是小记者都早早地

来到了活动地点!不厌其烦地询问

楼盘的工作人员%当我看到那一个

个设计合理( 环境优美的沙盘时!

我不禁有无限的感慨*

听妈妈讲!在旧中国!人民生

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那时没有高楼

大厦! 没有现在的高科技工具!人

们吃不饱(穿不暖%而现在!人们的

居住条件越来越好!生活水平越来

越高!我们的家乡建设得也越来越

美了%

这次房产会上!我对锦绣江南

感兴趣的问题有, 小区环境如何(

交通是否便利(楼盘的安全保卫措

施怎样( 现在买楼有什么优惠等%

通过采访!我了解到锦绣江南不仅

环境优美而且交通便利! 户型方

正!南北通透%

通过这次采访!我了解到房子

原来有这么多的知识%以后再有这

种活动!我还要积极参加*

#辅导老师%王艳$

MNO)*+

周口闫庄小学四#

3

$班 雷紫涵 编号%

798:

4

月
39

日下午! 我兴致勃勃

地来到了五一广场!因为我要参加

周口晚报组织的 &锦绣江南杯'学

采访(比摄影小记者大练兵活动%

锦绣江南的工作人员先给我

们介绍了楼盘的具体位置(周边环

境% 通过专业的讲解!我们知道了

锦绣江南北邻滨河公园(南到七一

路(东边规划的是周口最大的儿童

乐园!周边有小学(初中(高中(医

院(超市!出行方便!也特别适合居

住!我都想在这儿住了*

活动开始! 我和一个女生(

三个男生一组! 一个大记者

是我们的带队老师%

轮到我们组了! 我深吸了一

口气!走进了第二个展厅% 我先是

礼貌地问候了一声! 然后就开始

问问题了% 我们问完了!大记者问

一名男生! 你们发现女生在采访

中的不足了吗) 男生们把发现的

问题讲了一下! 大记者总结完后

说,&过一会儿我来问! 你们听一

下!看有什么不一样的% '然后!我

们走进了第三个展厅! 在大记者

采访的时候!我们都专注地听着!

默默地记着%

通过这次活动! 既学习了采

访!也锻炼了胆量!真是一次有意

义的&练兵'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