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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 月 14 日，平顶山日报
社小记者团200多名小记者参加了
平顶山博物馆首届牡丹节开幕式，看
节目、赏牡丹。

据介绍，平顶山博物馆现种植牡
丹万余株，九大色系，一百三十多个
品种，其中复色牡丹无论花色、品种
都极为罕见。近日，平顶山博物馆举
办了第一届牡丹节。平顶山日报社
小记者团的小记者们有幸参加了此
次活动。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
京 城 ”“ 绝 代 只 西 子 ，众 芳 惟 牡
丹”……在本次欣赏牡丹的活动中，
40多名小记者还参加了由平顶山博
物馆举行的“击鼓传花”游戏（右
图）。郭开颜、张译内等小记者凭借
在游戏中的出色表现，拿到了奖品。

另外，平顶山博物馆首届牡丹节
闭幕式将在 4月 22日举行。当天，
闭幕式上将公布摄影大赛、书画大
赛、诗词散文大赛的比赛结果，并向
获奖的小记者颁发证书。

（王红梅/文 李英平/图）

平顶山博物馆首届牡丹节开幕

200多名小记者参与其中

本报讯 4月 12日，星海学
校举办了“星海快乐日亲子联
欢”活动。学生、家长欢聚一
堂，度过了美好的一天。

美味烧烤、“学生购物中
心”、亲子游戏……丰富多彩的
活动让学生们乐开了花。据星
海学校相关负责人介绍，该校
是寄宿制小学，平时学生与家

长相聚的时间较少。为更好地
促进亲子关系、搭建双方沟通的
桥梁，学校经常举办类似活动。

小记者杜明蔚是该校的一
名学生。他的妈妈说，孩子参
加“学生购物中心”这样的活
动，会懂得父母工作的辛苦，怜
惜父母的劳动成果，体谅父母、
孝顺父母。 （王红梅）

星海学校
举办亲子联欢活动

本报讯 4月 19日上午，生
命教育课走进五条路小学，70
多名小记者从中受益。

可爱的生命在天空里、在
草地上……主讲老师赵红霞通
过课件向小记者们展示了不同
的物种。课堂上，小记者们扮
成小动物、植物，用语言、动作
来展现生命的可爱。

当天，互动活动贯穿了整
个课堂。赵红霞引导小记者们

看了爸爸妈妈提前准备好的
“宝贝照片”，并大声念出父母
的寄语。孩子们感受着父母的
关爱，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据悉，当天的生命教育课
是针对该校低年级学生准备
的。主讲老师赵红霞是中国职
业资格认证心理咨询师（二
级），同时还是家庭教育指导
师、儿童心理咨询师。

（王红梅）

生命教育课
走进五条路小学

本报讯 主题班会、演讲比
赛……近日，新新街小学、联盟
路小学以不同形式开展了“廉
政家风家规进校园”活动。

4 月 14 日下午，新新街小
学老师将每个年级以“中队”为
单位进行分组，每个“中队”围
绕“廉政家风家规进校园”开展
了各具特色的主题班会。

四（4）中队在辅导员潘海
云的引导下学习名人家风家
训；五（1）中队辅导员李想带领
学生认真观看廉政家风、家规
宣传视频；五（2）中队辅导员王
丹以“弘扬传统家风 倡导勤廉
为本”为主题，向学生讲述了

“阎罗包老”包拯，“提刑司”宋
慈，“大明清官”海瑞等历史人
物的事迹。

4 月 20 日上午，联盟路小
学举行“廉政家风、家规进校
园”演讲比赛。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
小而为之”“做人应该讲究自律
与诚信”“讲文明，懂礼貌，学会

宽容与谦让”……比赛现场，一
句句中华美德的传颂，一声声
清正家风的呼唤，让学生们受
益匪浅。

当天上午，联盟路小学四
至六年级的14名参赛选手参加
比赛。围绕“廉政家风家规”这
一主题，选手们或以平凡的故
事讲述自家家风家规的发扬传
承，既发人深思，又感人备至；
或用稚嫩的语言诠释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既声情并茂，又慷
慨激昂，赢得了师生们的阵阵
掌声。

联盟路小学相关负责人
说，此次演讲比赛是学校“推进
廉政文化进校园”系列教育活
动的缩影。今年以来，该校通
过看卡通漫画及举办演讲比
赛、国旗下讲话等活动，深入开
展“传家风、立家规、树新风”系
列活动，努力营造出清正家风
家规与清廉校风学风相结合的
校风新风尚。

（王建党 邢晓蕊）

新新街小学、联盟路小学：

让廉政家风家规
走进校园

本报讯 如何树立自信？4月 13日
上午，雷锋西小学的小记者通过一堂生
命健康课找到了答案。

“我相信自己，我很棒。”“我自信、
开朗、才艺多、学习成绩好！”课堂上，在
主讲老师赵红霞的引导下，小记者们自
信满满争相发言。赵红霞说，一个自信
的人首先是快乐的、乐观的。她希望小
记者们通过这节课，懂得快乐就掌握在
自己手中，做一个快乐自信的人。

据悉，赵红霞是中国职业资格认证
心理咨询师（二级），同时还是家庭教育
指导师、儿童心理咨询师。 （王红梅）

雷锋西小学小记者
学习如何树立自信

本报讯 近日，平顶山日报社小记
者团的老师相继来到继红小学、东环路
小学、南环路小学，给小记者们上了一
节别开生面的媒介素养课。

继红小学

4月 18日下午，在继红小学一（3）
班教室，该校80多名小记者学习了“如
何成为一名合格的小记者”“小记者必
备技能”等知识。授课老师李伟歌向小
记者们讲述了小记者采访前的心态准
备、精神准备和体能准备，又传授了练
就“小快嘴”、速记的技巧。在讲到如何
练就“小快嘴”时，李老师鼓励小记者们
多练练绕口令。

“小记者会经常参加采风活动，每
次采访的内容都会很丰富，在没有录音
设备的情况下，光凭自己的脑子是不可
能记全的。采访过程中，在对方说话的
同时，用笔和纸快速、简单地记录要点，
就是小记者需要学习的速记技巧。”李
老师说，速记要做到口到、耳到、眼到、
手到、脑到，边问、边听、边看、边记、边
想。

现场，小记者们听得津津有味，并
积极互动，课堂氛围十分活跃。最后，
李老师鼓励小记者们积极参加平顶山
日报社小记者团推出的活动，并学会在
活动中展示自己和欣赏别人。

东环路小学

4月 18日下午，东环路小学 40多
名小记者参加了小记者媒介素养课。
当天的媒介素养课由平顶山日报社小
记者团的美洋洋老师主讲。

讲课之前，美洋洋老师通过课件向
小记者展示了小记者团往期的活动。
看到“北京夏令营”“无人航拍”“趣味运
动会”等一系列精彩活动时，小记者由
衷的赞叹声此起彼伏。

随后，美洋洋老师带领小记者“数
葫芦”练习嘴皮子，并通过一段“市长讲
话”向小记者们传授速记技巧。美洋洋
老师说，小记者的求知欲望很强，随后
她还将向小记者传授更多的必备技能。

南环路小学

4月 20日上午，南环路小学40多
名小记者学习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小记
者。

“我当小记者是为了更好地接触大
自然”“我是为了提高作文水平”……当
天，平顶山日报社小记者团的鸽子老师
通过几个简单的提问，调动了大家的积
极性。一些小记者说，报名小记者后，
每年都会参加小记者活动，和小伙伴们
一起认识恐龙、参加趣味运动会等，特
别开心。

课程结束后，鸽子老师还向发表过
作文的小记者发放了证书和稿费。鸽
子老师说，在课堂上，有的小记者回答
问题很积极，有的比较害羞。她希望通
过小记者活动，让开朗的小记者更加自
信，让性格内向的小记者一步步成长起
来，勇于展示自我。 （王红梅 王建党）

小记者媒介素养课
走进三所小学
快来看看！
小记者的必备技能
有哪些？

本报讯 4 月 19 日下午，市
第七中学全体师生在该校操场
上举办了一场精彩的经典诵读
会。此外，该校“七彩书吧”开吧
仪式也同期举行。

据了解，此次经典诵读会暨
七彩书吧开吧仪式以“让书香溢
满校园，让书声响彻春天”“穿越
历史与经典邂逅，诵读佳作与大
家对话”为主题。诵读会上，“鹰
之韵”朗诵沙龙的成员、学校领
导、老师及学生们现场朗诵了众
多经典诗词，重温经典。

诵读会伊始，该校七八年级
的学生合诵了一首《少年中国

说》，气势如虹的诵读赢得了观
众的阵阵掌声。随后，“鹰之韵”
朗诵沙龙的成员、平顶山学院中
文系原主任郑黎阳和市七中校
长温廷利为书吧揭牌。温校长
说：“今天一是庆祝‘七彩书吧’
开吧，二是为纪念世界读书日。
全校性的诵读会激发了大家的
读书兴趣，浸润了我们的阅读情
怀。”

阅读是孩子一生的财富，温
校长希望学生们能养成良好的
阅读素养，孕育出众的才学。

现场，“鹰之韵”朗诵沙龙总
顾问、市教育局中小学语文教研

室教研员张贵斌朗诵了一首李
白的《将进酒》；同为“鹰之韵”朗
诵沙龙成员、市教育学院中文系
汉语言文学副教授苗青为大家带
来了一首现代诗朗诵《中国话》。
另外，郑黎阳教授充满感情的吟
唱：“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
缺……”让现场观众再次品味到
千里共婵娟的诗意和美好。

无论是《相信未来》《我骄傲
我是中国人》等现代诗朗诵，还
是《春江花月夜》《满江红》等古
诗词朗诵，朗诵者或豪放或婉
约，或慷慨激昂或深情款款，他
们精彩的朗诵让现场观众在诵

读中亲近中华经典，在亲近中了
解中华文化。

“为丰富师生课余生活，培
养学生爱读书的好习惯，我们要
求老师精读书籍，为学生们做指
导。要求建立班级读书角，引导
学生去阅读经典。此次诵读会
是在此基础上开展的一次活动，
我们学校的师生从四月份就开
始做准备，通过班级层层选拔，
最终促进了此次诵读会的举
办。”温校长说，诵读经典不仅引
导着师生共同读书，享受读书的
快乐，也使七中校园的读书氛围
更加浓厚。 （武秋红 王建党）

市第七中学诵读经典 与书为友
庆祝该校“七彩书吧”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