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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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5.012#

咨询电话!

!"#$%&'())*

小记者风采

家长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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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妙的数王国$小强和小

华虽说是亲兄弟! 可是长相却

有很大差别" 哥哥小强长得又

高又瘦!但是脑袋挺大!给人以

$细脖大脑壳 %的感觉 !念初中

一年级!功课学得很棒!数学曾

在区里&市里的比赛中得过奖,

弟弟小华却长得又矮又胖 !像

一个小肉球" 他比哥哥小两岁!

读小学五年级!好说好动!功课

倒也说得过去--作者李毓佩

擅长用少年儿童喜闻乐见的童

话故事形式!将抽象&枯燥的数

学知识!讲得深入浅出!让读者

在愉悦中接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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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蛋壳历险记&小鸡们破

壳而出后!便把蛋壳当$废物%!

一脚踢到了角落! 小蛋壳不甘

心当 $废物 %!将身边熟睡的兄

弟姐妹纷纷摇醒! 谁知它们都

劝它死心吧"唉'因为蛋壳是没

有手脚的" 正当小蛋壳在遐想

之际! 乌云婆婆提出要帮它的

忙" 在路上!它遇到了自私的大

老鼠一家!历尽艰险万苦!小蛋

壳终于将大老鼠父子给烧死

了" 小蛋壳在历险的过程中!不

断地成长!变聪明" 还在许许多

多稀奇古怪的地方结交了很多

的朋友" 最后!小蛋壳在风伯伯

的帮助下! 安然无恙地回到了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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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向人马座 &是由$中国

科幻之父% 郑文光于
-4<=

年

发表的一部科幻小说"本篇描

写的未来战争中!人类要争夺

太空!主人公邵子安在结束一

场战争后立即投入装备仪器!

最后又率队赶去人马星救援

被困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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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赵海宽

学校!周口闫庄小学五'

&

(班

爱好!跑步)读书

座右铭!读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大家好!我叫赵海宽!在周口

闫庄小学读书"

在家里!我是一个电视呆子"

一有机会我就打开电视机! 看我

最喜欢的科教频道.//0我爱发

明1 节目! 而且这时的我非常专

心! 外界的一切干扰都休想影响

我(

在学校!我是一个书呆子( 我

把书当作最要好的小伙伴! 常常

随身携带一本课外书! 借着自由

活动的时间!吸取它的智慧(

我喜欢跑步! 而且起步比较

快( 有一次!我在小区玩猫抓老鼠

游戏 !我来当 $老鼠 %!走到一只

$小猫%的旁边!离他不过一米!他

突然转过身来抓我! 还好我反应

快!一个箭步闪了出去!如果再慢

一点儿可就成为 $小猫 %的 $口中

餐%了(

我还爱读书!而且阅读量也很

大!像0三国演义1+0水浒传1+0西

游记1+0论语1等我都看过(

这就是我///一个活泼+爱读

书+爱运动的小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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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瞧不起孩子

有时急了! 会对孩子说"#你怎么这样笨

啊$%或者#你是木头人吗&%每当这类瞧不起孩

子的话脱口而出时! 都会损伤孩子的自尊心'

削弱孩子的自我观念(

&,

不要恐吓孩子

采用恐吓的方式来管教孩子!也会减弱他

的自我观念) 如果父母说"*你下次再这样!就

要你好看$ %或者说*你再打弟弟!妈妈就要狠

狠揍你一顿) %每当孩子听了这些话!他们会惶

恐难过!从而对父母产生一种恐惧心理)

$,

不要贿赂孩子

孩子犯了错误!妈妈气极地说"*好!现在

你要答应我!你再也不敢这样了) %可不一会

儿!老毛病又犯了!妈妈觉得自己受了骗!大怒

地骂道"*你答应妈妈的!怎么又不乖啦& %妈妈

该知道!要小孩许诺是没有意义的) 许诺和恐

吓是一对难兄难弟! 对孩子不会起积极的作

用) 假使碰上敏感的孩子!逼他许诺反而会使

他再度犯错而感到难过) 即使孩子不太敏感!

也会使孩子口是心非)

',

不要过度保护监督孩子

过度保护监督孩子会挫伤孩子的自我观

念!削弱培养孩子的自主能力) 大多数家长对

孩子照料自己的能力不很放心! 家长应该把

*只要孩子自己能做!决不包办代替%当作座右

铭)这样才能逐步培养孩子自己照料自己的能

力)

),

不要对孩子唠叨不休

过分唠叨不休!会使孩子觉得父母认为他

没有理解事物的能力!久而久之!孩子会产生

厌恶不快的感觉) 其实! 有条理地向孩子交

代事情! 会增强孩子的自信心和自尊心)

%,

不要强迫孩子立即盲目地服从他人

如果你硬要孩子丢开他正做着的事! 听

你的话做别的事! 他的反应会很不乐意) 父

母应事先提醒孩子! 等一会儿要他做什么 !

比如说" *小军! 差不多再过
->

分钟! 你该

进来吃饭了$% 同时! 家长也可以允许孩子在

服从命令之前有稍作抱怨的自由 ! 比方说 "

*喔! 妈妈! 我非要现在进来吗&% 要求孩子

立即而又盲目地服从! 对培养出独立而自我

调节的人! 是无效的)

*,

不要纵容孩子

过分纵容孩子并不利于孩子本身) 因为

孩子迟早要长大成人! 要走上社会! 有些在

家里行得通的事! 到外面就很难说了) 因此!

纵容孩子只会剥夺孩子的潜在能力的发展机

会! 阻碍他成为能干+ 独立' 能自我调节的

人)

",

不要立不适合孩子年龄的规矩

假如你希望一个两岁的孩子同
7

岁的孩

子一样循规蹈矩! 只会使他自觉无能) 因为

你期望于他的! 是他的年龄不可能达到的行

为水平! 这对他的自我观念有极坏的影响)

-,

不要用不一致的规矩管教孩子

有些家长凭自己的喜怒随意设立规矩 !

同样的行为有时遭罚! 有时由他去) 这样会

使孩子感到迷惑) 家长需要用一套一致 '可

信'可靠的规矩来教育他) '王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