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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逛车展 学摄影拍名车

本周六喜欢汽车的小记者注意啦!

!"

月
#$

日"周六#上午$本报将组织小记者走进周

口首届国际名车展$观赏品牌汽车$了解

汽车文化$看各种车型$探秘价值千万元

的豪华房车% 届时$小记者不仅可以采访

车模&购车市民&销售人员等$还可以带上

相机当一名'摄影记者($跟大记者一起捕

捉现场亮点$过一把'记者(瘾%

活动说明)

!%

活动时间)

!"

月
#$

日"周六#上午

&

时% 活动地点)周口市体育中心%

#%

参与活动时$ 小记者可由家长陪

同$要穿运动鞋 $携带小记者证 &帽 &包 &

本*自带相机&手机或摄影器材%

'%

活动当天$凭小记者证现场签到 $

每人获赠小记者作文书籍+小记者佳作赏

析,一本%

(%

活动期间$本报记者将带领小记者

进驻各家车展展厅$对车商&车模&市民进

行采访&拍照$锻炼小记者采访及摄影能

力$让小记者了解汽车文化&体验名贵房

车$感悟多彩生活%

$%

逛车展结束后$本报还将组织小记

者和家长走进雪狼网球俱乐部打网球$体

验运动带来的快乐%

)%

活动结束后$ 每名小记者要提交

$""

字左右文字作品一件及摄影作品一

幅$发送至邮箱)

*+,-./*0!#)%123

%所提

交的作品须注明小记者姓名&编号&学校

班级&辅导老师%

如 有 疑 问 $ 可 电 话 咨 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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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晚报小记者工作座谈会召开

!

晚报记者 王俊祥
6

文 臧秋花
6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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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举办弘扬周口历史文化方面的活动

有点少" 还要多开展新闻写作知识培训活动"让

孩子多接触新闻##$为了给小记者和家长提供

更周到%更便捷%更权威的服务"

!#

月
!2

日"本

报在市六一路小学召开小记者工作座谈会&与会

教育界同仁及家长共同为小记者工作的创新和

发展献计献策"分别提供了中肯的建议&

川汇区十余所建有晚报小记者站的学校校

长"以及小记者站站长和部分家长%小记者参加了

会议& 周口报业传媒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编辑"周

口晚报总编辑李建成对社会各界给予小记者工

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川汇区教体局局长薛周

出席会议&会议回顾了前段时间小记者的工作"并

就如何做好今后小记者的工作广泛征求意见&

!!!!!!

对于今后如何进一步深入开展

晚报小记者活动!参加座谈会的小记

者家长和老师对本报提出了许多好

的建议和意见"

五一路小学小记者站站长褚立

江说!报社应多开展大记者与小记者

手拉手活动!教小记者学新闻#学采

访" 多举办儿童才艺方面的竞赛活

动!培养孩子的艺术素养" 七一路二

小小记者站站长李金春建议!适当举

办经典诵读# 语言文字方面的活动!

例如汉字书写等"

八一路二小小记者张云博家长

建议!今后的活动内容涉及面要更广

泛点!活动内容更丰富点!活动质量

提高些$多举办公益活动!加强孩子

的公德心#孝心的培养!将触角向周

边农村延伸!多去敬老院看望孤寡老

人$组织在公园开展监管!制止乱扔

垃圾等现象$ 注重交通知识的培养!

提高交通意识"

七一路二小小记者孟怡霖家长

说!增加一些培训活动!进一步培养

孩子的写作能力!多辅导孩子写作方

法和写作技巧" 教孩子如何观察事

物! 如何发现新闻及撰写新闻稿件

等"

家长程先生说!弘扬周口历史文

化方面的活动较少!建议举办一些如

小记者走进周口市博物馆#参观吉鸿

昌将军纪念馆# 太昊陵采风等活动!

让孩子了解周口灿烂的历史文化!增

强作为一个周口人的自豪感" 小记者

活动仅限于周口市区#项城等少数县

市!范围较小" 建议扩大小记者队伍

范围!把%小记者周刊&办成全市中小

学生共同的刊物" 建议增设小记者家

长与%小记者周刊&的互动栏目"

各界人士建议献策 为校园文化注入活力

!!!!!!

晚报小记者队伍组建于
$#!#

年!

目前已基本涵盖川汇区所有学校!队

伍日益壮大!在学校和家庭中的影响

也不断扩大" 晚报小记者工作负责人

介绍!组建小记者队伍!旨在为全市在

校学生搭建一个走出校园#走出家庭!

观察社会#了解社会的平台!为每一个

小记者创造认识社会#思考问题#与人

交往的机会" %周口晚报&每周一出版

%小记者周刊&!刊发小记者原创作品!

为他们提供一个展示才华# 交流心得

的园地"

%周口晚报&在开展小记者工作方

面!与学校一起!组织孩子参加各种社

会实践活动!让孩子从中受到教育"

!!!!!!

川汇区教体局对开展小记者工作非常重

视 " 薛周在会上说 ' (小记者活动的开展 !

体现了学校# 家庭# 社会 (三位一体) 的教

育网络! 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走出课堂! 通

过参与采访及其他社会实践活动! 提前接触

社会# 了解社会# 适应社会! 在参与中培养

观察# 交际# 写作和思维表达能力! 在体验

中明理 # 励志 # 践行 ! 为将来发展打下基

础")

薛周说! 近年来! 晚报小记者队伍不断

壮大! 学生素质也逐步提高! 小记者活动得

到社会的广泛认可" 这些成绩的取得! 是社

会# 学校# 家庭 (三位一体) 教育网络共同

作用的结果 " 小记者活动整合了家庭教育 #

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 小记者通过参加活动!

把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回家! 让家庭教育步入

良性发展的轨道"

薛周认为! 参加小记者活动的意义不仅

仅在于发表文章! 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多参加

社会实践和体验 ! 去关注社会 # 观察社会 #

了解社会! 培养社会责任感! 最终很好地融

入社会"

就更好地做好今后的小记者工作! 薛周

提出了总体思路 " 各校要增强社会责任感 !

把小记者工作纳入正常的学校管理中去! 形

成常态化$ 利用好这个平台! 强调自愿加入

原则! 通过宣传! 引导家长支持孩子参加社

会实践活动$ 报社多策划# 推出一批质量更

高的实践活动! 把小记者引领到火热的生活

环境中去 ! 接触社区 ! 接触身边的人和事 !

融入生活空间! 更好地促进他们健康成长"

会上! 周口报业传媒集团党委委员# 副

总编辑! 周口晚报总编辑李建成说! 参加座

谈会的同志对本报开展的小记者活动的肯

定! 是一种鼓励" 今后! 我们会认真考虑小

记者家长和学校老师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进

一步将晚报小记者活动做好 # 做强 # 做大 !

并将重点放在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这一出发点上! 争取点燃每一名小记者

的激情 ! 让他们有更多参加社会实践的机

会" 同时! 他也代表周口日报社对社会各界

给予小记者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 希望

社会各界今后一如既往地支持小记者活动"

李建成希望今后小记者工作的开展走上

更加规范化的轨道! 在新的一年扩大小记者

队伍! 打破传统的方式! 吸引更多的青少年!

强化发挥学生训练园地# 师生学习平台和服

务平台三大功能" 以开放的姿态! 大胆地把

%小记者周刊& 办好! 让小记者工作真正融入

学校的安全教育# 德育教育中! 引导孩子过

积极# 健康向上的生活"

构建交流平台
形成!三位一体"教育网络

开展小记者活动是主流媒体的社会担当

座谈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