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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作坊小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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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赵万祥

编号%

3656

7

月
38

日下午
2

点!我早早来到了

五一广场!为的是参加周口报业传媒集

团举办的"锦绣江南杯#小记者学采访$

比摄影大练兵活动%

首先! 我们来到了锦绣江南展厅%

一幅巨大的小区规划图映入眼帘!只见

宽阔的马路旁!一幢幢高层电梯洋房错

落有致地矗立在花园中$小溪旁&景观

园林设计更是独具匠心!简直像一个大

花园% "请问阿姨!你们小区坐落在什么

位置' 交通方便吗' 附近有学校和医院

吗' 购房有什么优惠条件(()

面对我们的采访! 锦绣江南的置

业经理微笑着给我们一一作了详细

的解答 % 原来 !锦绣江南坐落在七一

路东段 !北倚沙颍河 !隔河东望行政

新区 $市体育中心 !紧邻电视塔观光

公园$儿童游乐园$滨河公园% 沙颍河

畔 !风景优美 !交通便利 !配套齐全 !

锦绣江南是东新区最大的高档住宅

小区 % 小区内建有千米深水井 !超高

的绿化率 !而且人车分离 !还有智能

安保系统((听着听着 !我不由得怦

然心动 !如果我们能住在锦绣江南小

区!该有多幸福啊*

接着! 我们又采访了大兴第一城$

馨莲名苑$泛华新城等几个楼盘% 不知

不觉到了采访结束的时间!我还真有点

恋恋不舍呢% 通过这次活动!我不仅增

长了知识!学会了很多采访技巧!更重

要的是锻炼了自己% 真是收获良多!不

虚此行啊*

#辅导老师%赵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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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榆树园小学六#

3

$班 李笑雨

编号%

9259

今天!阳光明媚!我怀着强烈的好

奇心来到了五一广场!为的是参加周口

报业传媒集团举办的 +锦绣江南杯)小

记者学采访$比摄影大练兵活动%

" 阿姨((那个((小区停车位一

个月((多少钱' )一位年龄较小的小

记者羞涩地问,+四十四块钱* )售房的

阿姨热情地回答% 我心里想,是不是当

职业顾问的人!都要把关于房子的一切

信息背得滚瓜烂熟呀*

看到我的好朋友都向这位爱笑的

阿姨提出了各种问题! 我也不甘示弱!

+小区的建筑风格是什么' )+小区的风

格是现代简约式! 建筑结构是全现浇

板% ) +请问阿姨您的芳名' ) +我叫叶

青!是这里的职业顾问% )问完之后!我

们又到了下一个采访地点%

老师说,+这是小记者!来锻炼一下

采访能力! 也顺便了解一下你们的楼

盘* ) 一位漂亮的阿姨说,+你们有什么

问题就尽管问我* )这位阿姨好自信呀*

我偏要考考她! 就不信难不倒她* 我

问,+这个楼盘有什么特点') +我们采用

的是七米架空结构!这是其他楼盘没有

的(() 这位阿姨滔滔不绝地讲着 %

+哦哦) !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这

个楼盘有几层) $+这个楼盘占地面积是

多少)(( 这个阿姨好厉害呀* 问了这

么多问题!都能一一回答出来%

时间悄悄地溜走了! 采访也结束

了% 回家的路上!我对爷爷说,+今天真

开心* )

#辅导老师%李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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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李庄小学四#

2

$班 郭恬恬

编号%

32:2

今天是周口晚报为我们提供的看

房展$学采访的一个锻炼机会% 我怀着

激动的心情! 早早来到了五一广场!和

其他几个小记者一组!在一位记者阿姨

的带领下!开始了我的采访之旅%

首先!我们来到一家很有文化气息

的中式展厅% 翠绿的竹子!清清的小溪!

红红的砖!绿绿的瓦!古色古香的庭院!

仿佛让人穿越到了古代%

接着!我们来到第二家展厅% 首先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开满鲜花的大广场!

活灵活现$形态各异的雕塑!还有美轮

美奂的欧式洋房!让人错以为置身在了

浪漫的法国%

第三家展厅又是另一派景象% 一进

大门! 就能看到现代化的教育机构$高

档的娱乐会所$大型的超市% 进到里面!

是一幢幢
38

多层的国际化高楼% 不管

是宽敞明亮的大户型!还是结构紧凑的

小户型!都有大大的落地窗!南北通透

的采光!人们住在里面一定非常享受%

+姐姐!你能告诉我对现今房子的

感想吗' )越看越激动的我!忍不住向售

楼姐姐提出了问题% +十年前!咱周口人

能住上楼房就感觉很不错了!而现在的

房子都有一种大都市的气派!到处高楼

林立!或豪华气派!或古色古香!或异域

风情!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的!总有适

合你的% )我若有所思地感慨道,)咱周

口真是飞速发展!变化巨大呀!我们是

多么幸福的新一代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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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八一路二小四#

2

$班 张云博

编号%

29;9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我和爸爸$

妈妈一起去五一广场!参加周口报业传

媒集团举行的大型房展会%

首先! 我们要在锦绣江南展厅集

合! 小记者们兴高采烈地来到了集合

地点% 我们签到后领取了礼品$本子和

笔!然后排着整齐的队伍!听报社阿姨

为我们讲解关于采访方面的知识% 之

后! 所有的小记者组成了一个个小分

队!我们一队由报社的一位叔叔带领%

我们来到了泛华新城展区% 采访

开始了,+阿姨您好* 我是小记者张云

博 !想对你们的楼盘进行采访 !打扰

您几分钟可以吗 ' )阿姨非常高兴地

回答 ,+可以呀 * )+请问 !你们的交通

方便吗 ' )阿姨微笑着回答 ,+我们的

交通不是方便 !而是非常方便 % )+你

们的小区安全吗 ' )阿姨说 ,+我们的

小区每时每刻都有保安巡逻 !

35

小时

监控 ! 如果你们买了我们的房子 !那

就赚大了% )

这次活动!不仅让我知道了怎么买

房!还了解了房屋方面的知识!另外还

收获了一份精美的玩具和美味小食品%

采访活动结束后! 我们拍了合影照!然

后快快乐乐地分手了%

#辅导老师%张红霞$

78

周口七一路一小三#

;

$班 张周平

编号%

3993

7

月
38

日下午! 我们周口晚报小

记者准备参加+锦绣江南杯)房展会活

动% 小记者们到齐后!老师首先给我们

讲了一些采访技巧和摄影技巧! 随后

老师把小记者分为
;

个小组进行采

访%

我们首先来到了锦绣江南展厅 !

这里的装修典雅大气! 售楼的阿姨身

着漂亮的制服!脸上带着和善的微笑!

为我们热情讲解% 锦绣江南位于七一

路东段水果市场旁边 ! 项目占地
9;8

亩 !共
39

幢小高层 !位于周口东新区

的核心位置!交通比较便利!小区的周

边配套也比较完善% 听完她的介绍!我

们小记者纷纷提出了自己的问题 !什

么价格怎么样$ 能住多少住户((问

题真是五花八门% 我也不甘示弱!一连

提出了好几个问题! 都得到了满意的

回答%

随后! 我们又参观了建业-森林半

岛 $碧桂园 $景园-盛世华都 $中悦-上

尊$诗意江南的展区!我还鼓起勇气!采

访了一位来看房的叔叔%

通过这次活动!让我对周口的房地

产有了一些了解!还锻炼了胆量与采访

能力* 带着满满的快乐与收获!我依依

不舍地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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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实验小学五#

5

$班 于璐 编号%

3:74

7

月
38

日下午!我们小记者齐聚周

口五一广场!参加由周口报业传媒集团

举办的房展会%

房展会上热闹非凡!房地产商搭起

了各具特色的展厅!吸引了众多市民参

观% 参展商有锦绣江南$建业-未来城$

汇鑫-玖号院$诗意江南((展厅内!一

幅幅小区环境规划图$ 一幢幢电梯洋

房$一座座花园别墅吸引着广大市民的

目光!最吸引我的是锦绣江南%

步入展厅!我对锦绣江南的置业顾

问进行了一番采访!置业顾问介绍了楼

盘的具体地理位置$周边环境和配套设

施% 锦绣江南坐落在七一路东段!占地

一千多亩!西邻市中心医院$周口实验

小学$周口一中&北邻滨河公园&东邻周

口大道!周边还有市政府$市体育馆$市

博物馆等!让人感觉这里有如"风水宝

地)%

锦绣江南还有
:8

米的超宽楼间

距!天然气和暖气齐全$千米深水井$

35

小时温泉入户$

9<9

地下停车位!更有人

车分流系统!出入非常安全!还有红外

线监控$可视对讲$一户一卡通等%

锦绣江南虽然建在我们周口市!但

景色却胜过了真正的江南* 你是不是也

很想入住呢'

#辅导老师%张亚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