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小记者!李思桐 编号!

!"!#$"

学 校!周口六一路小学二"

%

#班

我是六一路小学二年级一班的一名小

学生!我叫李思桐" #家有梧桐树!引来金凤

凰$!爸爸妈妈望女成凤!所以才给我起了

这样一个名字% 在家里!大家都叫我桐桐!

我今年
!

岁了"

我喜欢唱歌&画画&跳舞&看书&旅行!

尤其喜欢看课外书" 我以'小书虫$自居!这

可不是吹的!对我来说!看书是我生活中不

可缺少的乐趣" 在课外书中!我知道了美丽

与丑陋!知道了善良与邪恶" 记得有一回!

我在家里看书时! 被里面的故事情节吸引

住了!妈妈叫我吃饭都没听见" 妈妈总是很

无奈!每次吃饭都要叫我好几次!我才依依

不舍地放下书"

我的书架上有很多书!我喜欢什么书!

爸妈都会给我买回来! 我觉得他们就像我

的好朋友!陪我聊天!伴我成长"

读书的时候!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读

书的时光是快乐的"

又到了葡萄成熟的季节" 一想到那一

串串红彤彤的葡萄! 你是不是就开始流口

水了呢( 为给小记者提供一个亲近自然&体

验生活&收获成长的机会!由周口晚报社&

周口有机地葡园共同举办的 '小记者亲子

采摘葡萄活动$ 将于
&

月
%"

日 )周六*举

行% 在缤纷的假期里!让我们和爸爸妈妈一

起来到葡萄园! 走到葡萄架下采摘美味的

葡萄!体验丰收的快乐吧%

周口有机地葡园位于川汇区城北办事

处!距离周口市区约
'

公里)周口大道向北

可直达该园*% 经过近两年的精心培育!园

中的葡萄今秋首次挂果! 有 #户太
&

号$&

#红巴拉多$&#金手指$&#醉金香$&#香妃$

等
%$

个品种% 目前正值葡萄成熟期!该园

吸引了一批又一批客人前来采摘&游玩%

活动当天! 主办方将带领小记者走进

葡萄园!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采摘葡萄&品

尝葡萄&了解葡萄的生长习性和栽培过程!

近距离感受农技人员的艰辛% 采摘完葡萄

后! 小记者还将对葡萄园的负责人进行采

访!进一步了解整个葡萄园的情况% 最后!

小记者和家长带着自己采摘的葡萄回家!

与家人分享%

活动说明!

%(

此次活动免费!小记者参与活动必须

有家长陪同" 即日起开始报名!限
%)*

个家

庭!欲报从速!额满为止"

报名方式#乘车的家庭请编辑短信$小记

者姓名
+

编号%发送至
%&"$&'*$#,'

&晶晶老

师'(自驾车的家庭请编辑短信)小记者姓名
+

编号%发送至
%"'-*&%&&-*

&星星老师'"

,(

集合时间#

&

月
%"

日上午
&

时(集合

地点#市区大庆路桥南头&路东小广场'(活

动地点#周口高速北站向南
,**

米路西&周

口有机地葡园'"

$(

此活动由爱心企业周口国际建材城

提供车辆!小记者及家长免费乘坐"因车辆

有限!建议有车的家庭或拼车*或自驾车直

接前往采摘地点"

./

为了引导小记者珍惜活动机会!报名

后须准时参加! 若实在有事不能参加活动

的!小记者须提前请假!把机会让给那些没

能报上名的小记者"

"(

小记者须带小记者帽*证*包*本*笔(

因天气较热!请自带饮品!注意防晒"

'(

此次活动小记者和家长可免费品尝

葡萄!自愿购买" 采摘时一定要爱护果树!

不要折损树枝(要购买葡萄的可备些零钱!

采摘独享
'

折优惠!果农备有手提袋"

#(

活动结束后!小记者写一篇感言或作文!

于
&

月
,%

日前发至邮箱#

01234506%7'/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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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是一首跃动的旋律 !

是一簇跳动的火焰% 令人期待

的暑假终于到来了! 在这个暑

假里! 小记者有没有什么特别

的计划( 有没有一场旅行让你

记忆犹新( 你身边发生了哪些

有趣的故事++赶快把你的想

法& 经历和感受变成文字告诉

我们吧! 与所有人一同分享你

多彩的暑假生活%

为了留住你的多彩生活 &

磨练你的文笔!即日起!本报与

周口直映教育学校联合举办

'直映教育杯$'我的多彩暑假$

有奖征文活动! 期待你的积极

参与% 所有应征作品都有机会

在,周口晚报-小记者报.得以

展示% 周口直映教育学校是一

所集高速认字& 成语阅读&国

学& 作文为一体的专业中文培

训机构!全国连锁!方法独特%

征文题材很广泛!'暑假生

活记事$&'生活片段$&'生活插

曲$++暑假期间!你的所见 &

所闻& 所想或者你喜爱的一本

书&一篇文章&一部电视剧或电

影! 也可以是发生在你身边或

家中的故事等! 只要你认为有

意义!都可以写下来%只要是暑

假期间发生的故事! 都可以构

成文章的主题%即使篇幅不长!

但只要真实感人就可以! 关键

是要写出自己的真实情感%

投稿须知!

%/

参赛作品须围绕征文主

题! 尽情书写自己的多彩暑假

生活"

,/

应征作品不限体裁!字数在

'))

字以内"

;/

截稿时间#

,)%"

年
&

月

;%

日! 周口晚报小记者投稿邮

箱#

01234506%,'/89:

"

./

投稿时请注明小记者的

姓名*编号*学校*班级及辅导

老师等"

"/

同步征集 )我的多彩暑

假%绘画作品!小记者可将绘画

作品拍照后发至上述邮箱"

'/

奖项设置#一等奖
,

名&价

值
,))

元奖品'*二等奖
.

名&价

值
%))

元奖品'*三等奖
'

名&价

值
&)

元奖品'*优秀奖若干名"

咨询电话!

*/(011*

(023)))4445

()[\]^_`Vab_\cd

小记者姓名 学校班级

家长姓名"爸爸$ 工作单位

家长姓名%妈妈$ 工作单位

联系方式

手机"爸爸$

<<

手机"妈妈$

<<

!!!!!!

备注!请简单介绍报名志愿者的特长!如提供职业体验和教手工之类的活

动等"

!"#$

%&'()*#+

为了让更多的家长关注周口晚报小记者团! 关注孩

子的成长!为孩子的成长注入智慧和动力!现面向小记者

家长征集周口晚报小记者家长志愿者%

一&招募要求

%/

孩子是
,)%"

年小记者(

,/

家长有爱心*责任心!支持小记者团的活动!周末

或假期有时间陪伴孩子(

;/

能为小记者活动出谋划策!并提供一定资源(

./

小记者团组织大型活动时!家长能给予配合与协

助"

二&报名方式

符合条件的家长可在家长群&

,').".#%-

'下载报名

表!将表格信息填写后发送至邮箱#

"#%)..-;'6==/89:

"

咨询报名电话#

%&#;',.)""#

%

,- ./01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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