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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全面落实中小学校禁止燃放
烟花爆竹工作，促进校园安全文明建设，增强师生安全意识

和营造碧水蓝天的社会氛围，1月4日下午，南阳市第九小学在校园
内开展了以“禁放烟花爆竹，共建绿色家园”安全教育活动。

市第九小学一直很重视学生们的安全问题，每周三下午都安排有安
全教育课程。这次的“禁放”安全教育活动不仅是响应市委、市政府的

号召，学校更希望通过小手牵大手的活动，让学生带动家长一起
行动起来，保护环境，与大家共建绿色家园。（刘玲瑜）

禁放烟花 从我做起
市第九小学

大赛四大亮点：
一是得平台：大赛面向全南阳地区

进行选拔，并且邀请教育专家及学校名
师担任评委，透明的赛事流程及媒体的
监督，使参赛选手能够在市一级、省一
级、国家一级的平台上展示自我、评定自
我英语水平。

二是获体验：本大赛能够考察选手
的应变能力，让选手在比赛中体验到英
语学习的开放性和实用性。

三是助成长：大赛能够帮助学生增
加自信心，客观测试学生英语综合水平，
培养他们的创造力、想象力以及人际交
往沟通和演讲演示等多方面的能力。

四是进名校：凡是获得风采大赛省
三等奖及以上的选手，都有资格被郑州
外国语等知名重点高中优先录取，且在
重点高校自主招生中，获奖证书可作为
参加自主招生的资格证明。

本报讯本报讯 11月月66日上午日上午，，市第十九小学小记者市第十九小学小记者
站授牌暨小记者宣誓仪式在该校隆重举行站授牌暨小记者宣誓仪式在该校隆重举行。。校校
长王健长王健、、小记者中心负责人徐瑞侠及全校师生参小记者中心负责人徐瑞侠及全校师生参
加了本次仪式加了本次仪式。。

王健首先以热情洋溢的致辞王健首先以热情洋溢的致辞，，表达了对小记表达了对小记
者站成立的欢迎和祝贺者站成立的欢迎和祝贺。。他表示他表示，，小记者中心给小记者中心给
孩子们提供了展现自己的广阔舞台孩子们提供了展现自己的广阔舞台，，增加了学生增加了学生
与外界的交流与外界的交流，，希望小记者们能珍惜机会希望小记者们能珍惜机会，，多参多参
与多投稿与多投稿，，为自己争光为自己争光，，为学校添彩为学校添彩。。

红白相间的帽子红白相间的帽子，，红色的马甲红色的马甲，，近近300300百名小百名小
记者全部换上小记者专属装备记者全部换上小记者专属装备，，每个小记者脸上每个小记者脸上
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校园一片欢快校园一片欢快。。随后随后，，小小
记者紧握右拳记者紧握右拳，，高举耳边高举耳边，，在国旗下庄严宣誓在国旗下庄严宣誓，，立立
志成为优秀的小记者志成为优秀的小记者。。刚加入的小记者阮熙文刚加入的小记者阮熙文
兴奋地说兴奋地说：：““我在报纸上看到小记者们元旦去百我在报纸上看到小记者们元旦去百
鸟园玩了鸟园玩了，，以后我也要多参加活动以后我也要多参加活动，，第一次做小第一次做小
记者记者，，感觉特别幸福和自豪感觉特别幸福和自豪。。””

活动最后活动最后，，徐瑞侠对小记者们提出了希望和徐瑞侠对小记者们提出了希望和
要求要求。。她特别指出她特别指出：：小记者们要珍惜学习机会小记者们要珍惜学习机会，，
多参加社会实践多参加社会实践，，全面提高综合素质全面提高综合素质，，争当全能争当全能
小记者小记者。。（（杜增波杜增波 //文图文图））

市第十九小学

南阳报业传媒
小记者站成立

——报业传媒小记者假报业传媒小记者假期活动内容丰富期活动内容丰富

1.畅玩南阳欢乐海洋游乐场 这里有美轮
美奂的海底世界、神奇魔幻的海滩、惊险刺激的海
盗船,还有创新益智的 DIY、寓教于乐的公益课
堂，让孩子在快乐中成长！

2.春节大行动 报业传媒小记者中心将组
织小记者走上街头，走进孤儿院、敬老院，通过
集体出行、参观与采访，提高孩子们的思维表
达和人际沟通能力，增强孩子们的爱心，全面
提升小记者的综合素质，新的一年有新的成长！

详情请及时关注微信号。

参考时间 第一天 参考时间 第二天
06:30 集合、点名 07:00 起床
07:00 蹬车、出发 7:00-7:20 洗漱打扮，为了新的一天
07:00-11:00 一路欢歌笑语 7:30-8:00 晨练，早睡早起做运动！
11:30-12:10 分宿舍、安营扎寨、开营仪式 8:10-8:50 营养早餐
13:30-13:50 休养小憩 9:00-9:10 各中队讲解滑雪常识技巧以及安全知识
12:30-13:30 欢乐午餐 9:20-9:30 雪地大力士，团队大比拼
14：00-15:00 《地面机械师》 9:30-11:30 滑雪总动员
15:10-17:00 《飞翔的心》 11:40-12:00 换洗装备
17:10-17:30 分享收获 12:10-13:00 丰盛午餐
17:50-18:50 夜之盛宴，品尝美味佳肴 13:10-14:00 小记者课堂：怎样成为优秀小记者
19:00-19:40 上阵磨枪，志在必得 14:00-14:30 闭营仪式
19:50 入场，准备欢庆时刻 14:40-15:00 返回温馨的家园！
20:00-21:20 人生舞台，璀璨之夜
21:30至21:50 睡前洗漱
22:00 修养生息，晚安，白雪童话的夜晚

行程安排

11月月1515日日
下午下午22::0000

南阳市初赛时间场次安排
参赛单位参赛单位 二十二中二十二中 市十五小市十五小 十三中十三中 小记者及社会报名小记者及社会报名

考场地点考场地点 二十二中东校区二十二中东校区 报社报社33号楼号楼22楼楼 十三中十三中（（文化路文化路）） 报社报社33号楼号楼22楼楼

考试时间考试时间 11月月1313日日
下午下午33::0000

11月月1414日上午日上午88::3030

下午下午22::3030
11月月1515日下午日下午33::3030

多多彩彩寒寒假假 快快乐乐成成长长

挑战自我，突破极限！动感自
如，惊险刺激！与雪共舞，奔放冰
爽！在皑皑的世界里纵横驰骋，在
洁净的冰雪中飘逸出自己的精彩，
纵身融化在蓝天雪域中，尽情飞翔！

一些零件，毫无规律，却可以按
照它们各自的本领，组建成一架架
帅气的战斗机、威武的轰炸机、灵巧
的侦察机，成为天空的宠儿，蓝天的
霸主！来吧，小记者们，就在小记者
的航模滑雪冬令营，让我们化身机
械师，用自己灵巧的双手，打造出属
于自己的飞机，一起体味这神奇的
魔力吧！

航模滑雪冬令营，是专门为小
记者量身打造的短期集训营。在这
里，不仅能锻炼你的体能和意志，更

能让自己掌握更多的本领。给自己
一个机会，让我们和这个冬季来场
约会！

活动时间：两天一夜。
第一期：1月 13-14日,第二期：

1月17-18日。
活动方式：特训营采用自己动

手体验、小队互助等方式，滑雪以安
全快乐的雪圈滑雪为主。

活动地点及人数：西峡老界岭
滑雪场，每期100人。

活动费用：小记者 398元/人，
非小记者498/人，包含门票、游玩项
目、航模两套、住宿（标间）、往返车
费、保险、教官费用，三正餐一早餐
（正餐八菜一汤 4荤 4素、早餐四菜
一汤）。

写好字=养成好习惯；写好字=提升注意力；写
好字=增强自信心；写好字=磨练意志力；写好字=考
出好成绩！

为顺应小记者和家长的强烈呼声，报业传媒小
记者中心特开设“硬笔字寒假十天特训营”，由北京
神笔易练字全程师资。

十天特训，让你平添自信,增加考分，赢得自尊，
写好硬笔字，做字强小记者！

特训地点：南阳报业传媒小记者新闻学院（七
一路南阳日报社）。

特训时间：1月12日开课，分上下午两场（如有
变动提前会通知）。

课时安排：每天 3小时共 2课时，一共 10天（20
课时）。

收费标准：报业传媒小记者 680元/人，非小记
者880元/人。

以上活动报名方式：
1.现场报名：南阳日报社 3号楼 2楼小记者新

闻学院。
2.线上报名：微信支付 15716615303（验证加

为好友，可通过转账的方式转账，转账后一定要发
小记者姓名+活动项目+手机号+学校）。

活动一 活动二

两项公益活动
让这个冬天不再冷

去央视 进名校
“希望之星”英语风采大赛
小记者专场15日下午开赛

有这样一场比赛，只需要你勇敢站在舞台上！
有这样一场比赛，能够彻底展现你的英语风采！它
是全国最权威的英语赛事，也是最有看点的英语赛
事！从海选到决赛，它能够引领你从南阳走向全国，
见识来自各地的选手，交流，切磋！获奖选手还有机
会进入全国名校学习！

由中央电视台主办、南阳报业传媒小记者新闻
学院承办的“2017年央视‘希望之星’英语风采大
赛”南阳赛区比赛，自上周刊登消息以来，受到了社
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组委会热线电话一直响个不
停。截至发稿，南阳赛区组委会已在十五小、十三
中、二十二中、报业传媒小记者新闻学院、春晖英语
等学校设立报名点，并欲进行初赛。

来自全市各个学校的英语爱好者将汇聚一堂，
一比高低，身为小记者的你，怎能缺席？报业传媒小
记者中心特为我们小记者在南阳日报社三号楼二楼
小记者新闻学院设立比赛专场，时间定为1月15日
3点30分，可千万别错过哦！

你可以唱一首英文歌曲，你可以讲英文故事，你
也可以来一场英语演讲。勇于挑战的小记者，如果
你对自己的英语有足够自信，快快来参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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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方式：
1.短信报名：发送短信“小

记者姓名+学校+年级+希望之星”
至 15139001775进行报名。如：“小
兰+4小+三五班+希望之星”。

2.现场报名：南阳赛区组委会—
南阳日报社 3号楼 2楼小记者新

闻学院报名。

温馨提醒：
1月 17日，“希望之

星”英语风采大赛组委
会将在小记者新闻学院
举办大赛情况说明会，
届时将特别邀请南阳学
子高祥人，莅临说明会
现场畅谈自身参加大赛
的经验体会。(高祥人,
2014年央视“希望之星”
英语风采大赛全国总决
赛冠军,2015年央视“希
望之星”英语风采大赛
郑州市决赛主持人、河
南省决赛主持人、全国
预选赛河南省带队、全
国 总 决 赛 优 秀 指 导 老
师。)

报业传媒小记者
冬令营六大优势：

1.依 托 媒 体 优
势，整合优质资源，打
造最具价值的活动内
容。

2.每项活动都经
精心策划，量身设计，
安全趣味有益。

3.由 专 业 教 官、
优秀教师陪同辅导，家
长无后顾之忧。

4.互动体验式玩
学和小记者课程，提升
孩子综合素养。

5.配有专业摄影
师，记录精彩瞬间，留
下难忘少年。

6.小记者参与活
动体验稿件可在《南阳
日报�小记者》、《南阳
晚报》和微信公众号上
刊发，激发孩子兴趣，
增强自信。

航模滑雪冬令营
硬笔字

寒假十天特训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