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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小记者提供多样化的增值

服务! 同时增加商家品牌效益及影响

力!即日起!周口晚报小记者活动中心

将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联盟商家等各类

"合作伙伴#!欢迎社会各界积极与我们

联系!让周口晚报小记者团架起我们互

动的桥梁!实现合作共赢$

一!征集对象

书店!影城!景区!休闲场所!美食

餐饮!民生服务!文化艺术!科学教育!

医疗卫生!交通运输!品牌连锁机构等

青少年相关用品"

二!合作条件

!6

有独立法人资格!过硬的服务质

量和接待能力"

76

具有良好的信誉品牌#在周口乃

至全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6

为小记者或家长提供各项专属

优惠$免费!半价或其他优惠%#且有利

于小记者的成长和发展"

三!招募程序

!6

向周口晚报小记者活动中心提

出申请"

76

周口晚报小记者活动中心工作

人员现场参观#商谈合作事项"

四!权责事项

!6

相关权益

一旦成为&周口晚报小记者商家联

盟或活动基地'#将享受品牌宣传和推

广的各项优惠"

在(周口晚报)小记者周刊*及小记

者官方微信平台对联盟商家或活动基

地宣传介绍"

76

相应义务

&周口晚报小记者商家联盟或活动

基地'有效期一年" 服务质量自觉接受

媒体监督#并提供品质优良之服务" 若

一年期间出现两次以上家长! 学生投

诉#并经媒体核实#取消其商家联盟及

活动基地资质"

五!联系地址及洽谈热线

周口晚报小记者活动地址+周口市

周口大道报业大厦
!!

楼# 联系电话+

!$89777##!: !$89777###:

"

周口晚报小记者商家联盟对小记者的优惠措施"

!6

快易典专卖店优惠措施+凭小记者证到文明路

房管局楼下快易典专卖店购买商品可享
9

折优惠#电

话+

;7$9;;:

"

76

睿源教育)新概念学校优惠措施+凭小记者证到

六一路睿源教育)新概念学校报名龙班或精品班可享

受优惠#电话+

;77#;;9

"

$6

九阳生活馆优惠措施+凭小记者证到文明路九

阳生活馆购九阳产品可享
968

折#电话+

;7$#;77

"

"6

雪狼网球俱乐部优惠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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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优惠#电话+

;9$7999

"

86

神墨教育优惠措施+凭小记者证到六一路神墨

学校学习#赠送奖学金卡
8#

元#可抵减报名学费#电

话+

!8;$<799!97

"

<6

平顶山二郎山!龙潭峡景区#漯河鸟艺园景区#

开封天波杨府!包公祠景区#焦作峰林峡景区等优惠

措施+对
7#!"

年度小记者持证免门票#对小记者家长

实行免票或优惠"

:6

郑州点点梦想城!平顶山
=>?

梦想城职业体验

馆优惠措施+对周口晚报小记者团体购票优惠"

小记者商家联盟征集中,,

!"#$%&

什么是读后感% 在读过一篇文章或一

本书之后!把获得的感受&体会以及受到的

教育&启迪等写下来!写成的文章就叫"读

后感'!写好读后感是小学生作文基础训练

的内容之一$在日常教学中!我觉得小学生

写读后感常见的问题有以下两点(

!6

述读原文多 !无感或感少 !喧宾夺

主$有的同学写读后感!主体部分完全是复

述原文的情节! 或加进几句不痛不痒的评

述!这些都违反读后感的最基本要求$

76

选材不合适$ 比如写景的文章!小

说&系列故事等!这类文章或难以联系学

生实际!或文章字数多!在写故事内容介

绍时!就很难抓住重点!提炼中心对于小

学生来说就更难了$

那么!怎样写好读后感呢% 第一!选出

适合小学生写读后感的文章!要贴近学生

的生活$ 我认为!选寓言故事&童话故事&

富有哲理的文章或者感受深刻的文章比

较好!因为这一类文章都寓意深刻!且能

较好地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又有很深刻

的教育意义! 说明的道理就藏在文章中!

很容易提炼出中心$

第二!抓住文章内容!加以联想发挥$

在读完一篇文章后!如果有感触!就可以

在简述原文的基础上!借题发挥!展开讨

论!表明自己的看法$ 在对原文进行叙述

时!可以先叙后议!也可以先议后叙!或者

夹叙夹议!发挥自己的)感'!展开自己的

"思'$

第三!注意分清主次!突出感受$ 读后

感主要是"感'!把感受部分写得充分而具

体!而自己如何读!写了些什么内容!要尽

量简略些 !否则 !就会喧宾夺主 !本末倒

置$ 写自己的感受也不要面面俱到!看看

哪些是自己确有收获的! 体验较深的!把

它当作要点写出来$

总之! 写读后感可以提高阅读和作文

的能力!还可以增长知识!提高认识事物的

能力$ #周口六一路小学 何瑞华$

'()!"*+(),-.

大记者一般都是专职的! 设备先进!

时间充足! 经常有条件参加一些重大活

动!如果小记者同他们比抢新闻!当然抢

不过人家了!这叫以短比长$

然而!新闻工作对大记者与小记者的

要求是不相同的$ 小记者的主要任务是采

写本校新闻!就这一点来说!大记者就比

不过小记者了!因为大记者到学校来的机

会很少!而且一般不太了解同学们$ 而小

记者们则大不一样了!因为身在学校!所以

能够获取很多校园新闻$

因此!小记者应当发挥自己的优势!就

本校新闻的采写方面来说!争取超过大记

者$ 当然!这并不是说小记者只能采写本

校新闻!凡是能比别人抓得快的新闻!都可

以抢$ #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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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六一路小学三#

$

$班 胡旭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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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已久的国庆节终于来到了!在这

举国欢庆的日子!我要怎样度过这个假期

呢%

一大清早我们就来到了街上 !一眼

就看到街边的店铺都不约而同地挂着

五星红旗 !有的挂在了门旁边 !有的挂

在门把上 !还有的粘在玻璃门上 !一阵

风拂过 !鲜红的五星红旗在阳光的照耀

下 !闪烁着血染的风采 $ 妈妈说 ("

!9"9

年的今天 ! 就是我们新中国成立的日

子 !我们要记住这一天 $ '大街上人山人

海 !到处都洋溢着节日的气氛 $

我和妈妈边走边聊天! 妈妈告诉我(

"你姥姥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特别想要家

人陪伴在身边$ '我提议("那我们去看姥

姥吧!过节了!她在家多孤单啊* 我们去了

姥姥肯定特别高兴$ '妈妈摸着我的头说(

)我家阳阳真是长大了* '不一会儿!我们

就来到了姥姥家$ 见我们来看她!姥姥别

提有多高兴了$

这个国庆节!虽然我没能像其他小朋

友那样出去游山玩水!可是看到姥姥高兴

的样子!我感觉我的国庆节过得非常有意

义$

点评" 当别的孩子在旅游的途中高

兴得忘乎所以的时候# 小作者却为能陪

伴在年迈的姥姥身边而感到自豪# 多么

有孝心的孩子啊- 尊老敬老是我们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 希望能够永远地发扬

光大下去- #辅导老师 樊琰琰$

67892:;<

孩子到了
$

岁以后! 便开始意识到自

己需要别人承认他的人格!这时孩子会因

自己的愚笨或做了大人不满意的事情而感

到羞愧$ 心理学研究表明!羞耻心是克服

消极因素!自觉抵制不良言行诱惑的一种

精神力量$

父母要善于观察 & 分析孩子羞耻

心理因素的产生与发展 $ 一般来看 !

孩子在如下情况时 !羞耻心有明显的

外向反应 (自己做了错事或说了错话

的 时 候 + 受 到 老 师 或 家 长 批 评 的 时

候 +申请加入某种组织或要求参加一

项活动而未被准许的时候 +公 布 )好

孩子 '名单而没有自己的时候 $ 这时 !

父母要善于配合学校 !细心体察孩子

羞耻心理的微妙变化 !审慎地去触及

孩子最敏感的心灵 !引导他们向健康

的方向发展 $

要尊重孩子的人格和自尊心!切不可

挖苦&斥责&羞辱甚至体罚孩子!这样会使

孩子幼小的心灵受到创伤!日久会磨掉他

们的羞耻心$ 孩子一旦失去羞耻心!对自

己的不良行为习以为常!反而会不求上进$

#程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