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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条件

0+

全市二年级!含二年级"以上在校中小学生#

1+

有一定的写作$绘画$跳舞$弹琴$表演等基础或特长#

+

2+

爱读书$勤思考%活泼开朗$健康向上%善于观察%充满爱

心%勇于参与社会实践的在校中小学生&

!

报名须知

3+

学生可通过所在学校集体报名
4

1+

填写周口晚报小记者报名表%交一寸彩照两张#

2+

须交纳会费
155

元
6

年&

!

小记者享受待遇

37

赠送
1538

年度新版周口晚报小记者证$帽$采访本及采访包#

1+

赠送
1538

年度'周口晚报(及'小记者周刊(一份%由邮局投送至家庭#

2+

可在'周口晚报)小记者周刊(发表作文$绘画$摄影等作品#

"+

可免费参加报社组织的新闻$摄影$写作$国学$礼仪等知识培训#

8+

可免费参加报社组织的各类主题采风及社会实践活动#

*+

可免费或优惠参观我省$我市景区景点#成本价参加特色夏令营#

9+

可参加周口晚报十佳小记者$优秀小记者年度评选#

:+

到周口晚报小记者商家联盟消费享受会员折扣等&

店面干净让人舒心

"

晚报记者 张燕 文
!

图

!店面就是"脸面#$打扫得干干净净$

自己看着舒心$别人看着也会觉得舒心% &

昨日$ 周口市区五一路龙潭茶店外站在梯

子上擦玻璃门的店主孙永军说'如图(%

走进店内$记者看到地面干干净净的$

柜台上的茶具) 茶叶等物品都按照种类整

齐地摆放在一起% !在这家店里$我和妻子

既是老板也是店员% 我们每天早上
:

点来

到店里$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卫生% &孙先生

说$他们清扫是有步骤的$先从店外台阶)

玻璃门$然后是地面)柜台等% 干完整个活

大概需要两三个小时%!无论大事小事都要

用心去做$自己做完美了心里就踏实了$再

难的事也会变得简单% &

引起记者注意的是门外一架不锈钢

梯% 孙先生说$以前他店门用的是卷闸门$

角角落落很容易积灰$打扫起来也不容易$

还影响店面美观%今年
2

月份$他把店门换

成玻璃门%这样一来门头高度超过两米$清

扫起来很麻烦% 为此他特意找商家订制了

一架高为两米的梯子$ 每天踩着梯子打扫

保持店门明亮整洁%

!孙大哥是个勤快人$店里店外的卫生

都是亲力亲为% 你看$这店整得多亮堂% 我

们曾开玩笑地问他 *你打扫恁干净做啥#+

他笑着说*看着心里舒服#&%提及孙先生的

店面$ 相邻一家化妆品店的店长向记者感

慨地说$如果商户们都像孙先生那样去做$

那整条街该有多漂亮%

孙先生说$ 他和妻子老家在信阳$

)5

年前来到周口$ 经营这家茶叶店至已有十

多年了% 在此期间$ 他从来没有出店经营

过$也没有门口放置过任何宣传牌%因为茶

叶不同于其他商品$ 顾客只有需要时才会

进店选购% 此时作为商家$ 面对进店的顾

客$除了提供优质的服务外$更重要的是提

供一个干净整洁的环境$ 这样才能使顾客

在购物过程中感到舒心)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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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张志新 文
!

图

川汇区中州大道南段的得力办公商

店$开业只有两个月$除一直保持店里店外

卫生整洁外$ 还自掏腰包在店门前施划
:

个公益停车位'如图($用实际行动为城市

的文明建设出一份力%

33

月
3)

日$ 记者在得力办公商店门

前看到$玻璃大门被擦拭得一尘不染$地面

也被打扫得干干净净$ 几辆汽车整齐有序

地停放在停车位内%走进店内$地板明亮干

净$货品摆放有序$给人清新整洁之感%

该店工作人员陈文杰说$ 她们每天到

店里的第一个工作就是打扫店里店外的卫

生%店内共有
*

名工作人员$两人一组打扫

卫生$且每天打扫的区域都不一样$以保证

不会留下卫生死角%

得力办公商店经理冯凤侠介绍$ 她们

商店自开业以来$ 要求店员每天做的第一

件事就是打扫卫生$ 还把店员每天打扫的

情况纳入考核% !我们店门前的空间比较

大$时常会有一些车辆停在这里%原来店门

前没有停车位$一些车辆停放时横七竖八%

为此$ 我们在争得永光社区和川汇区荷花

路办事处城管部门的同意后$ 自掏腰包在

门前施划
:

个标准停车位$ 供市民免费停

放车辆$ 这种做法得到了办事处和市民的

一致赞赏% &冯凤侠说%

与此同时$ 该店还准备购买几个垃圾

桶摆放在店门前供市民使用$ 并打算在门

前道牙处安装一个有坡度的钢架方便市民

行走%

!在我们的带动下$隔壁一家商店也在

门前施划了十多个公益停车位%&冯凤侠真

诚地说$!城市是大家的$ 只要我们每个人

去爱护$这个城市一定会变得越来越美% &

市民也想捐书献爱心
让图书继续发挥作用

"

晚报记者 王晨

本报讯 !我看了,周口晚报-上*道德

模范.为乡村小学捐书的报道$也想捐出我

的藏书% &自
33

月
35

日本报刊登,!我们要

对得起这个称号/& !道德模范&为乡村小学

捐赠图书体育用品-之后$连日来$不少市民

致电本报热线表示也想捐书$让更多的孩子

有书读)读好书%

33

月
33

日上午$ 市民王女士第一个打

来电话% 她平时非常注重培养孩子的阅读习

惯$家里有不少书$都保存得非常好% 王女士

说0!我的孩子现在已经是研究生在读$他初

高中的课外读物都被我精心保存着% 如果这

些书还能继续发挥作用就最好不过了% &她

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享受阅读$所以准备捐

赠这些图书%

!这些书孩子们都看完了$ 给其他小朋

友看吧% 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参与进来$帮助

乡村学校的孩子% &同样是看到报道后$

33

月

3)

日下午任女士也致电本报表示$希望把孩

子读过的课外书$捐赠给乡村小学的孩子们$

不仅节约了资源$还能让书本再次发挥作用%

昨日$团市委一丁姓负责人说$团市委

每年都组织捐赠图书的活动$主要是城市小

学对乡村小学的捐赠活动% 如果市民愿意捐

赠$团市委将做好牵线搭桥的工作$为市民

提供捐赠途径$帮助市民为乡村学校奉献爱

心$让更多乡村学校的学生读上好书$培养

孩子们良好的阅读习惯%

市民捐赠图书时可选择适宜中小学生

阅读的内容健康)积极向上的连环画)童话)

故事集)小百科)诗歌)散文以及科普)环保)

教育类等课外图书% 有捐赠意愿的市民$可

通过拨打晚报热线
:):;;;;

$ 或者团市委电

话
:))523:

报名%

结束语
本报自

"#

月
$"

日起开办!模范临街商户"专栏#通过办事处推荐$市民推选#在全市各路

段选取
"#

户不出店经营$店内外整洁的模范商户代表#报道他们的事迹% 在中心城区创建文

明卫生城市的进程中#他们只不过是大海中的一叶小舟% 然而#这些店面多年的坚持传递出的

点滴正能量#辐射周边$带动一片% 像这样的模范#我们身边不胜枚举#本报谨希望传递这种正

能量#并通过全体市民$全体商户共同接力#为清洁家园$共建美丽周口奉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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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对得起这个称号' " !道德模范"为乡村小学捐赠图书体育用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