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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街头采访有模有样
鼓起勇气 学会跟陌生人说话

!

晚报记者 陈星羽
0

文 常晶晶
1

图

本报讯 !本来我不敢跟陌生人说话"谁

知道我大胆向他们发问时"他们都友好地接

受了我的采访# $为提高小记者的采访技能"

锻炼小记者的沟通交流能力"让他们度过一

个难忘的儿童节"

!

月
"#

日" 本报组织百名

小记者分别到周口中心城区的公园% 书店%

广场等地"开展以 !六一大采访 "快乐齐分

享$为主题的调查性采访活动#

当天上午"小记者结合报社老师拟定的

采访提纲"走上街头"大胆采访# 他们或与正

在锻炼的老人交谈" 了解老人的童年生活&

或与书店%玩具店的老板!套近乎$"以期搜

集更多的节日动向信息# !您好"我是周口晚

报小记者"我能采访您几个关于儿童节的问

题吗' $面对陌生人"小记者并不胆怯"主动

上前打招呼" 在征求被采访对象的同意后"

小记者便开始有模有样地采访了# !叔叔"请

问在儿童节来临之际"您准备怎样给孩子过

节呢' $周口作坊小学的时鲲鹏物色到采访

对象后大胆发问# !我准备带孩子去图书馆

看书"然后再陪她一起去郊外游玩# $!那您

认为在儿童节" 给孩子什么样的礼物最好

呢' $和时鲲鹏同组的邵欣慧和张涵曦也不

甘示弱"紧接着发问# !我会带她去图书馆"

充实自我" 多了解一些课本之外的知识"也

希望能多给她一些社会实践的机会# $!叔

叔"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再见# $采访过

程中"小记者的彬彬有礼和勇气也得到了被

采访对象的赞扬#

!这样的活动非常有意义" 我儿子平常

在家比较内向"不敢和陌生人说话#本来我想

跟他一起去"没想到他说不用我陪#我就偷偷

跟着他"一路上"他可没少采访"这不"有几个

问题没采访完"他又到一家商店里去采访了#

儿子还告诉我"他真不敢相信他竟然有勇气

和陌生人说话了# $对于儿子今天的表现"小

记者郭子迈的妈妈感到非常骄傲#

当日
#$

时许"采访活动接近尾声"小记

者陆续回到集合地点"交流着各自的采访心

得# !本来我不敢和陌生人说话"当我鼓起勇

气和陌生人说话时"他们都很友好"很配合

地接受了我的采访# 采访虽然很累"但是很

快乐(($周口六一路小学的袁舞扬讲述着

自己的采访心得# 周口五一路小学的曹靖雨

说)!我今天采访了好多人" 被拒绝了很多

次"为了完成任务"我只有鼓起勇气再次寻

找采访目标"这锻炼了我的胆量"也让我学

到了一些采访技巧# $

韩国游学小记者快快办理护照啦
已有

!"

余人预约报名
#

月
$%

日报名截止

!

晚报记者 臧秋花

本报讯 !请问老师"韩国游

学护照是自行前往办理还是集体

一起去办理'$自韩国游学活动发

出预告以来" 工作人员每天都接

到家长的咨询电话#截至目前"本

报小记者赴韩国游学预约报名人

数已超过
"$

人"本报特别提示"

%

月
#&

日报名截止"有意想去韩国

游学的小记者请抓紧时间办理护

照#

!孩子上小学二年级了"希望

自己的孩子多看看外面的世界"

之前都是跟着家长一起去国内

玩"现在独自去韩国"想了解一下

韩国游学的行程和安全保障措

施'$小记者朱星宇的家长打电话

向记者咨询#电话中"记者向她介

绍了此次游学的具体行程" 并告

诉她此次韩国游学的行程是专门

为小记者设计" 原则上不允许家

长陪同# 虽然小记者在没有家长

的陪伴下独自走出国门" 安全方

面请家长放心# 承办方有周密的

安排" 除专业领队和导游外"每

#$

名小记者由一名工作人员照

管" 还会每天给家长发信息向家

长报平安"汇报一天的行程# 届

时" 志愿赴韩游学交流的小记者

将一起乘坐豪华大巴奔赴连云

港"在连云港通过边检"乘邮轮开

始韩国采风之旅#

此次活动主要内容有) 与韩

国国立学校的同学进行文化交流

联谊" 还将参观韩剧 *蓝色生死

恋+拍摄地南怡岛%三星汽车博物

馆%韩国总统办公的青瓦台%朝鲜

时代故宫,,,景福宫% 展示韩国

传统文化习俗的国立民俗博物

馆"体验韩国泡菜馆"游览有韩国

!迪斯尼乐园$ 之称的爱宝乐园"

并亲身感受地震%火灾%台风等自

然灾害" 学习正确的逃生和自救

方法等" 全面了解韩国风情和民

俗文化#

据了解" 此次小记者赴韩乘

坐的游轮" 满载的全是苏鲁豫皖

'

省市各地报社招募的小记者 #

为更加方便国内国外小记者之间

的沟通交流" 相关培训机构将在

前往赴韩途中的豪华邮轮上"对

小记者进行有关乘船安全知识%

文明礼仪% 语言交流等方面的知

识培训#

本次活动咨询报名电话!

川汇区!

)234+567883

"糖糖

老师#

项城市!

)8949644)22

"金老

师$

淮阳县!

)4895557758

%杜老

师$

西华县!

)42496+68+9

"

老师$

商水县!

)49496)2695

"马老

师$

家长需带领小记者凭户口

簿% 身份证到户籍所在地出入境

大厅申请办理个人因私出国护

照" 然后到周口报业大厦办理相

关手续予以确认" 预计
(

月上旬

左右成行#

&您是从多大开始学鼓的' 学鼓对人有什么好处' (对于小记者提

出的问题)音乐人王澜都一一作答*

8

月
47

日晚上)在周口九拍+首届鼓手节上)受邀的音乐人王澜和

外教克瑞斯分别接受本报小记者的采访* 在采访中)小记者不仅锻炼

了胆量,提高了采访能力)还进一步了解了鼓文化*

晚报记者 臧秋花 摄

周口七一路一小
秀班级风采 凝班级力量

本报讯 !六一$ 儿童节前

夕" 周口七一路一小全体师生

欢聚一堂" 举行了文化艺术节

之 !班级风采秀$ 活动" 目的

是为了展示班集体积极 % 乐

观% 向上的形象" 增强班级

凝聚力和号召力" 加强各班级

间的交流#

诗朗诵 *感恩的心+ 拉开

了活动的序幕" 精彩的% 独具

特色的节目形式让全校师生为

之惊喜& 快板 *我为班级添光

彩+% 诗朗诵 *中华少年 + 掀

起了活动的高潮& 三句半 *夸

老师 + 赢得同学们阵阵喝彩

声& 诗朗诵 *我和我的祖国+%

*我骄傲 " 我是中国人 + 让大

家情绪高昂((每个班级充分

展示了班级风采" 尽情表达了

发自内心的喜悦# %张丽丽#

小记者采访音乐人王澜

8

月
52

日下午)周口榆树园

小学校园内洋溢着孩子纯真的

笑声* 为庆祝&六一-儿童节)该

校为孩子搭建了一个展示才艺

的舞台)孩子表演的相声,小品,

舞蹈等节目精彩纷呈)现场掌声

不断*

王巧芬 摄

小记者在接头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