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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赵晨豪 编号#

4256

今天是
7

月
48

日!周口晚报在五一广场的房展会上又为

我们小记者提供了一次学采访"比摄影大练兵活动#

首先!带队老师把我们领进了锦绣江南楼盘的展厅里!置

业顾问阿姨给我们细致地讲解了锦绣江南所在的位置"占地

面积和小区里的环境"设施"安保以及周边环境等$

锦绣江南临近周口市体育中心和风景优美的沙颍河!居

住在这里的人们不仅可以去市体育中心锻练身体!而且还可

以去沙颍河畔呼吸新鲜空气$ 它的附近还有周口市实验小学

和周口市一中!如果你生活在这里!孩子上学就十分方便$ 所

以!我觉得这真是一个%风水宝地&$

经采访得知!锦绣江南有着
68

米的超宽楼间距!社区天

然气和暖气齐全" 千米深水井"

49

小时温泉入户"

3

比
3

地下

停车位$ 更有人车分流系统!出入安全!很有安全保障哦' 最

后!还有三重安全系统"红外线监控"可视对讲"入户一卡一通

等$ 小偷如果想去偷东西!那可是没门哟'

虽然锦绣江南建在我们的豫东平原上!但它的景色却胜

过了真正的江南$ 如果你们喜欢锦绣江南!那就赶快行动吧$

!辅导老师#刘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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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榆树园小学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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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梅娱嘉

编号#

3223

今天阳光明媚!红红的太阳照着大地!

我怀着愉快的心情来到由周口晚报组织的

学采访" 比摄影大练兵活动地点(((五一

广场$

首先进入第一家楼盘(((大地华府$

大地华府的置业顾问阿姨讲了小区的具体

位置和占地面积! 我心存疑惑)%请问你们

这里的优惠都有哪些呢*&那位阿姨认真地

回答了我!我认真地记在了本子上$等其他

小记者都采访完后 ! 就进入下一家楼

盘(((山水郡府$

刚进楼盘的门!一位阿姨就给我们每

人发了一副
2:

眼镜!她说)%戴上它看我

们小区的项目鸟瞰图!看到的是立体图$ &

%咦*是个新玩意儿'&我戴上眼镜!左看右

望!哇'好漂亮的立体图啊'跟真的没什么

区别$ 我将手机放在
2:

眼镜上!%咔嚓&

一声!照好了$ 我又采访了这里的置业顾

问武青芝阿姨)%请问!你们这里的环境好

吗* &%我们这里有山有水!环境绿化得很

好$ &记下后!我们又走进了阳光花墅的楼

盘$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楼房模型!我

们齐喊一声)%好漂亮的模型啊' &我们又

是拍照!又是细细观看!好奇心强的我问

这里的置业顾问阿姨)%你们附近有学校

吗* &阿姨说)%我们附近有莲花路小学+

英苗幼儿园"新加坡学校,,&采访结束

后!报社老师说要集合了!我依依不舍地

离开了$

临结束的时候!老师给我们照了一张

合影$ 今天的大练兵活动!让我既学会了

如何与人交流! 又学到了采访和摄影知

识$

!辅导老师#李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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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六一路小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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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史峻宇

编号#

357;

今天下午三点半! 我们小记者来到周

口五一广场! 参观并采访了由周口报业传

媒集团举办的房展会$

来到广场! 只见平常空旷的广场上被

各式各样的楼盘展厅装扮得五彩缤纷$

采访开始了 !我们在大记者的带领

下 !首先来到了锦绣江南展厅 $ 小记者

对正在工作的叔叔 " 阿姨进行了采访 )

%请问 !你们小区的设施如何 *附近有医

院吗 * 孩子上学方便吗,,&针对我们

小记者提出的疑问 ! 接待我们的叔叔 "

阿姨热情地为我们介绍起来 ) %锦绣江

南小区位于周口市七一路东段 !占地面

积一千多亩 ! 西面距离市中心医院 "周

口实验小学 "周口一中都不远 -北邻滨

河公园 -东临周口大道 -东北面是市政

府 "市体育馆 "市博物馆等 $小区内建有

千米深水井 !冬天有暖气 !而且是双网

供电 !不易停电 $另外 !小区内绿化面积

大 !

49

小时有保安巡逻 !小区门口还建

有喷泉,,&光听介绍 !我们就有一种

身临其境的感觉 $

在锦绣江南展厅的对面! 是建业.未

来城展厅! 这里的工作人员别具一格!全

部身着古典服装接待参观者$看到她们像

仙女一样向过往的路人发传单+介绍楼盘

情况!大家忍不住停下脚步和她们合影留

念$

这次房展会! 既给购房者带来了方便

和实惠!又增进了房地产市场的竞争力!真

不愧是一次成功的房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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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七一路二小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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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孟怡霖

编号#

2829

7

月
48

日下午!我参加了周口报业传

媒集团举办的
4839

年秋季大型房展会%锦

绣江南杯&小记者学采访+比摄影大练兵活

动!让我大开眼界!收获很多$

我从舞蹈班下课后! 就迫不及待地来

到了五一广场$只见房展会现场人头攒动!

各家房地产商搭建起了各具特色的展厅!

引来了众多市民的参观$放眼望去!展出的

楼盘有锦绣江南+大地华府+山水郡府+天

明城+金泰王朝,,展厅内!一幅幅现代化

的小区规划图+一幢幢电梯洋房+一座座花

园别墅不仅吸引着广大市民的眼球! 更吸

引了我的眼球$

锦绣江南的工作人员首先给我们介绍

了他们楼盘的具体地理位置+周边环境+配

套设施+小区功能以及交通线路等!听着工

作人员的讲解! 想象着这里舒适的居住环

境!我突然萌生了特别想住在这里的愿望$

之后!我们在晚报老师的带领下!分头

对各家展厅进行了采访! 置业顾问们热情

地接待了我们$ 小记者们争先恐后地提出

各种问题!我也鼓起勇气!学着其他小记者

的样子!大胆地走向置业顾问!按照采访提

纲!向他们提出各种问题!置业顾问非常有

耐心地逐一进行了回答$活动结束后!全体

小记者还在展会上合了影$

这次大练兵活动! 不仅锻炼了我的胆

量!学会了采访技巧!独立完成了整个采访

过程!而且懂得了许多房产知识!看到了建

设得越来越好的周口美好家园! 真是大开

眼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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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闫庄小学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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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刘尚坤 编号#

33;2

今天是平凡的一天! 却有一件不平凡

的事将发生在我的身上! 那就是为了学习

采访! 我要跟着周口晚报的大记者在房展

会上%小试牛刀&了$

我们
;

个小记者被分为一组!神气地

走进一个展厅)%你好!请问你们的负责人

是谁* &%对不起!我们的负责人正在和一

个很重要的顾客说话!失陪了!你们先别

打扰他$ &%唉!难道要扑一个空吗* &我沉

默了,,

然而 !%山重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

又一村 &! 往往事情在绝望的时候都是

会有转机的 )这时 !一位工作人员对我

说 )%我来回答你们的问题吧 ' &%那太谢

谢你了 $ &我高兴得一蹦三尺高 $我立刻

开始提问 )%你好 !我是周口晚报小记者

刘尚坤 ! 我想问你们的楼盘附近有超

市 +学校 +银行 +医院吗 * 生活和出行方

便吗 * &

%在我们小区!生活和出行可是相当方

便的$ &工作人员说到这儿!嘴角开始微微

上翘! 略带骄傲地说)%我们楼盘旁边有莲

花路小学等知名小学和知名中学! 有第六

人民医院!还有黄淮农贸大市场,,&

%谢谢你回答我的问题!再见' &

这次采访!是一堂令人受益匪浅的课!

对我是一次很好的锻炼$

!辅导老师#马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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