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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男孩感叹!人生无味"

!孩子有了不开心的事情"宁愿躲进房间

上网聊天"也不愿跟我多说话#$近日"某市一

社区开了堂特殊的心理课"学生不但有孩子"

还有家长#他们坐在课桌前"像朋友一样吐露

心扉# 今年
!

岁的小牧"上小学不到半年"就

不愿意再去了"每天不愿意吃饭"总躺着# 一

提到幼儿园的!往事$他就哭"还成天地感叹%

!真没意思啊&&$

心理咨询#

专家初步认定小牧处于抑郁状态# 据了

解"小牧的父母是
"#

精英"平日较忙"他自小

就与姥姥在一起生活"很少与父母沟通#而姥

姥'姥爷又是少言寡语的人"小牧在
$!%

岁期

间"语言沟通能力的培养有所缺失"致使他成

为一个极度内向'不愿意表达的孩子#

心理专家建议" 小牧的父母要时常领他

去公共环境"接触大人小孩"主动与他们打招

呼"养成主动沟通的习惯#但专家不建议小牧

休学"休学是逃避问题"不仅会使小牧脱离同

龄群体"同时还会造成内心更加孤独#

专家建议#

!沟通 $这两个字 "做父母的都知道它

的重要性"问题是沟通的内容和方式# 有的

父母经常用命令和威胁的方式对待孩子 "

孩子永远不能表达自己真正的想法 " 也不

能理解父母的苦心# 有效地进行亲子沟通"

是建立良好亲子关系的关键# 父母可通过

以下三种方式跟孩子进行有效的沟通%

&'

制造亲子谈心花园%相对于晚饭桌上

的沟通" 敏感型的孩子也许更倾向于在他

的 !秘密花园 $里说出他的 !难言之隐 $"比

如某个街心公园或小区游乐场的秋千上 "

轻松的环境氛围" 更容易诱导孩子说出心

里话# 作为回报"父母不仅应当为其保密"

而且可以提供自己儿时的类似事件 ' 类似

经验让孩子放松" 并在倾听的过程中经常

对孩子说%!别紧张$'!没关系$'!事情没你

想得那么严重&&$

('

固定谈心时间%要建立起!常态$的沟

通习惯"规定一周至少有一天关掉电视"一家

人一起来谈!令我烦心的事$#注意"不是让孩

子一个人谈"那样会造成!审讯$式的紧张空

气"而是每个人都谈"通过平等'互助式的交

流"告诉孩子"任何遭遇都不会遭到家人的讪

笑"你的背后有我们(也告诉孩子"倾诉是有

好处的"倾诉会让大家感觉更亲密#

%'

允许孩子以更多元的方式发泄%父母

应当意识到发泄是沟通的基础" 对于表达能

力还很弱的孩子而言"学会自控还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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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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独立法人资格!过硬的服务

质量和接待能力"

('

具有良好的信誉品牌#在周口

乃至全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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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向周口晚报小记者活动中心提

出申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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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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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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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周口晚报小记者商家联盟对小记者的优惠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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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折优惠#电话+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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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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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折#电话+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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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折优惠#电话+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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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元 # 可抵减报名学费 # 电话 +

&:<%=(;;&;(

"

''

卡琪屋童装店优惠措施+凭小记者证到六一路小学东

(#

米路南卡琪屋童装店消费#可享受
)

折优惠#并送麦子手

工精油皂一块#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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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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度小记者持证免门票#对小记者家长实行免票或优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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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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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人可以侧重写人物的外部表现"

即写他在做些什么或者有哪些动人的事

迹(也可侧重写人物的内心活动"写他在

与别人的交往中或在一种特定环境中的

内心变化( 也可以同时写人的外部表现

和心理活动#

写人的文章应注意以下几点%

!

交代清楚他是什么人" 如他的年

龄'性别'外貌'职业'性情及与自己的关

系#

"

写出人物的特点# 要写出这个人

与其他人不同的地方" 只有把特点写出

来了"才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文章

也才能与众不同"有新意#

#

通过具体的事件来表现人物# 所

选的事件能充分表现出这个人的性格和

品质"把事情写好了"人物也就写好了#

如当你读完)董存瑞舍身炸暗堡*和)我

的战友邱少云*后"你对这两位英雄就有

了深刻的印象#

$

抓住人物细微的动作及变化"给

予具体'生动的描写#即抓住细节刻画人

物"使原来比较平板'模糊的形象变得栩

栩如生"有血有肉# 如)一夜的工作*中"

周总理扶正转椅就是一个细节描写"它

表现了周总理有条不紊的工作作风#

%

符合人物的身份和性格# 不同的

年龄'职业'性格的人"他们所讲的话是

不同的"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情况

下所讲的话也是不同的#

&

紧紧抓住人物的特点和所要表达

的中心思想来写人# 不要想到什么就写

什么"马虎拼凑"拉拉杂杂(更不能重复

唆"使人看了不知在说什么#

$廖婉%

"()*+,-

第一" 小记者应当养成读报和听广

播的好习惯# 报纸'电台'电视台每天都

报告许多重要新闻" 这些内容常常就是

国内外大事#

第二" 小记者应当及时了解本校包

括本区的动态#什么叫动态呢+就是最近

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事" 这些事情将会

怎样发展# 经常读报" 你会得到许多启

发"但那是别人写的新闻给你的启发#你

要写出好新闻来" 必须掌握自己周围的

动态#怎么去掌握呢+你可以采访少先大

队辅导员"也可以采访校长"还可以采访

本地区团委学少部或少工委的负责人"

他们会告诉你一些最新的消息#

第三" 小记者应当热心参加各种有

意义的活动"成为同学们的亲密朋友#大

家愿意跟你在一起玩" 愿意把心里话讲

给你听"这是你写好新闻的重要条件#相

反"如果你以为自己是个小记者了"骄傲

得谁都不理"同学们就会对你敬而远之"

不跟你说心里话#这样的话"你就写不出

真正反映大家思想感情的新闻" 也不知

道同学们当中有什么秘密" 消息自然也

就不灵通了#因此"小记者一定要成为同

学们的好朋友#

我相信"做到这三条"你就会变成一

个消息灵通的人士#

$穆丹江%

./01

周口六一路小学三$

%

%班 郭济铭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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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再一次从日历中跳了出来"星

期天" 我和爸爸妈妈决定去文昌生态园

游玩"一起观赏秋天的美景#

进入生态园" 一阵阵秋天的气息扑

面而来# 这里有柿子树'石榴树"柿子树

上结满了红红的柿子" 像一个个小红灯

笼"把秋天装点得火红喜庆#石榴都咧开

了嘴巴"好像笑着对我们说%!我可甜了"

快来摘我吧,$不远处"菊花怒放"有金黄

色的'紫红色的'淡黄色的'雪白色的"姹

紫嫣红"美不胜收,

回家的路上" 我们来到金黄的田野

上"田野里有雪白的棉花"黄黄的玉米"

胖胖的冬瓜"到处是一派丰收的景象#这

时"从远处传来一阵阵拖拉机的声音"原

来是农民伯伯在耕地播种" 他们真勤劳

啊,

秋天是一个美丽的季节" 是一个丰

收的季节"更是一个播种希望的季节"我

爱美丽的秋天,

$辅导老师#樊琰琰%

老师点评%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 # 是美丽的季

节" 小作者有一双发现的眼睛#发现了

秋天的美丽景色"这篇文章写作思路清

晰#语言简洁#运用不同的修辞手法#写

出了秋天的变化#非常值得其他小作者

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