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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喜爱我们喜爱《《南阳日报南阳日报��小记者小记者》》””

古今中外，无数文人墨客对明月情有独钟，写下了数不胜数
的咏月名句。与热情如火的太阳相比，皎洁的明月更能给人以
神秘、宁静之感。千百年来，多少诗人仰望无垠夜空，遥看清皓
月轮，不禁感慨万千。那一轮圆月不仅代表着团圆、思念，还寄
托着多少说不清道不明的脉脉情丝。从古至今，有关月亮的神
话传说和人类的登月梦想，也都表达着世人对明月的偏爱。

恰好，语文课本第二单元主题是“明月”，课文中有四首写月
的古诗，我想，这是个教学古诗的好时机！平时，我经常教导学
生们学习古诗词，不但要理解意思、领悟意境，还要善于归类，活
学活用。这一次，我趁着中秋前夕，组织学生们收集、背诵写月
的古诗句，组织开展全班赛诗会。孩子们的热情空前高涨，他们
从课本和《国学启蒙》中汇集了许多咏月的诗句，提前进行了预
习。

说到古诗的学习，不仅要会背，还讲究活学活用，在学习过
程中陶冶情操。我借助中秋佳节，布置赏月、赛诗活动，鼓励孩
子们在活动中用上这些诗句，写关于中秋赏月和中秋赛诗会的
作文。由于前期的积累和后期的讲解与深入学习，学生们的作
文写的越来越好，让我倍感惊喜。请欣赏他们的几个习作片断：

当夜幕悄悄降临的时候，我们全家人一起来到屋外，等待欣
赏中秋圆月。我一边哼着苏东坡的《水调船头》，“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不一会儿，皎洁的明月终于升起来了！

在这中秋佳节，我想起了著名的咏月诗句：“独在异乡为异
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是啊，远在外地的游子们，在这全家团圆
的日子里，怎能不更加思念家乡的亲人呢？我不禁想到守卫边
疆的战士，他们舍小家为大家；想到发射天宫二号的科学家们，
他们无怨无悔地坚守在发射场；想到残奥会上的运动健儿，他们
正奋战在运动场上。他们此刻也许正在“举头望明月”，他们也
许正在月下与家人通话，“明月千里寄相思”。

晚饭后，奶奶拿出水果和月饼说：“快来尝尝我做的月饼！”
弟弟迫不及待地伸手来抓，我灵机一动，挡住弟弟的手：“我提议
谁能背出写月的古诗句，才能吃月饼。”大家拍手赞同。文豪爸
爸张口就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我鼓掌叫好，让爸爸挑
了一个月饼。弟弟不甘落后：“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在掌
声中，弟弟得到了月饼，得意地笑了。趁他们还在冥思苦想，我
马上接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
人。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最后，在大家赞许的目
光里，我体会到了背诵经典带来的自信和魅力……

（作者单位：南阳市第六小学）

皎皎明月情
悠悠经典意

李明阁

我叫宋文菁，今年 14岁，就读于南阳市第二十二中
学。我是个乐观开朗的女孩儿，平时的兴趣爱好有很
多，比如：主持，钢琴，声乐，表演，快板等，但我最喜欢的
就是主持和表演啦！自从我学习了少儿播音主持课程，
不仅掌握了准确的语音，培养了爱学习的好习惯，提高
了我的表现力、想象力、交际和逻辑思维能力,更让我学
会了如何与他人相处，使自己变得言行有礼，落落大方。

我的梦想是以后可以到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去学习，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付出了很多努力。幸运的是，2012
年我参加了CCTV少儿频道《快乐体验》栏目和《金龟子
城堡》栏目的现场摄录，不仅见到了央视主持人曹震叔
叔和很多优秀的主持人老师，我还趁此机会锻炼了自己
的胆量，增强了自信心，学到了不少东西。这些宝贵经
历激励着我，今后一定要敢于朝着梦想大步前进。

我不仅是一个追梦的小主持，还是一名热爱参加社
会实践活动的小记者。自从加入报业传媒小记者这个
大家庭以来，我参加过很多活动，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
一次是国庆节的云露山之旅。在云露山之行中，我和小
伙伴们一起爬高山，观美景，搭帐篷，捕鱼虾，在欢声笑
语中度过了两天一夜的美好时光，令我流连忘返。小记
者中心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助我开拓视野，让我学到
了很多在课堂上没有的知识，提高了我的团队意识。参
加一些采访活动，更是锻炼了我的口才，提高了我的语
言组织能力和口语表达能力，以后有机会，我还会参加
更多的活动。

现在的我，大胆自信，乐观勇敢。无论是站在大舞
台上演出，还是作为一名小记者进行采访，每次我都会
认真准备，争取让每一次亮相都能展现出自己最棒的一
面。亲爱的小伙伴们，你想要像我一样棒吗？你想成为
我的好朋友吗？快来加入小记者吧，和我一起在这里快
乐成长！

一个在外谋生的商人托同乡带给妻子一封信和一包银子。
那个同乡悄悄打开了信，看到里面只有一幅画，画面上有一棵树，

树上有八只八哥，四只斑鸠。他一想，信中没有写多少银子，于是便将
银子偷偷扣留了一半，觉得不会有人知道。谁知，等他回去见到了朋
友的妻子后，那位妇人有些生气地拿着信质问他：“咱们办事要老实

啊！我丈夫托您带的银子为什么少了一半？”
亲爱的小记者们，你们知道她为什么会知道了银子少了

一半吗？

本期答案下期公布，知道谜底的小记者们请积
极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用微信留言的方式，

告诉我们你的答案。
（上期《寻牛告示》的答案是：在大年三
十的晚上，农民老伯丢失了一头怀孕的

母牛。“不是去年就是今年”说明丢
失牛的时间线在两年之间，也就

是辞旧岁迎新年的大年三十
晚上。“不是一头就是两

头”说明了牛的数量，也
就是丢失了一头怀

孕的母牛，母牛
肚 子 里 还 有

一 个 小 牛
犊。）

我是小记者陈忆年的妈妈，
说起孩子加入小记者后的变化，
感触颇多。

忆年幼时腼腆，不喜与人交
流。我曾为他报了一些钢琴、声
乐等艺术特长班，只为培养他的
兴趣爱好，拓展他的交际面。为
了让他变得开朗大方，学会与人
相处，我还专门组织和他熟悉的
孩子们一起去郊游，让他感受友
谊带来的快乐。我很希望能有一
个组织，能让孩子的课余生活更
加丰富多彩，有更多社会实践的
机会，结交更多志趣相投的朋
友。就在此时，报业传媒小记者
来到了我们身边。

实际上，我也很庆幸能让儿

子加入到小记者这个温馨的大家
庭。在这里，他得到了很好的锻
炼，也有了明显的进步。通过参
加各类设计新颖、别具特色的小
记者活动，儿子越来越自信，性格
也变得更加活泼开朗。记得他参
加为期一周的小记者研修班时，
因为口语表达能力强，被选为开
幕式的小主持人。小家伙开心极
了，一晚上的时间就把主持稿背
熟了。次日，看到他在舞台上的
精彩表现，我心里也像抹了蜜一
样甜。

每年暑假，我都会给孩子安
排一次长途旅行，今年也不例

外。唯一不同的是，今年我没有
选择旅行社，而是选择了小记者
的夏令营。在我看来，旅游不仅
仅是让孩子出去玩，而是一种拓
展见闻的学习方式。小记者中心
的随团教官和老师们一直都在引
导、教育孩子，让孩子在开拓眼界
的同时，学会团队协作，有合作意
识。孩子的横店迪士尼之旅收获
非常大，他回来后，在兴奋之余，
还写了一篇名为《欢乐迪士尼之
行》的作文。在我看来，这篇文章
比他以往任何一篇作文都吸引
人，真情实感在真实体验中提炼
升华，更能打动人。随后，孩子的
文章有幸登上了报纸。当他看到

自己的文章变成铅字时，别

提有多高兴了。从此，他爱上了
写作文。

家长和老师们常说，要培养
孩子的综合素养。因为未来社会
的发展更需要德才兼备、内外双
修、热爱生活、敢于探索的复合型
人才。在我看来，南阳报业传媒
小记者不仅秉承了这样的教育
理 念 ，更 担 负 了 这 种 社 会 责
任。孩子的未来与希望，正是
南阳报业传媒小记者的责任与
担当。家长们的期望，也正如
著名作家二月河老师曾寄语小
记者们的话：今日小记者，明天
大作为！我衷心地希望小记者
越办越好，让更多的孩子可以从
中受益，获得成长。

早在 11月 17日《南阳日报�
小记者》创刊之初，著名作家二月
河便对报业传媒小记者寄予厚望：
要励志读书，乐观向上，为中国梦
更灿烂，为中原更出彩而奋勇学
习，并欣然为《南阳日报�小记者》
亲笔题词：“今日小记者，明天大作

为”。
作家鲁钊在阅读小记者报后

寄语全体小记者：“要善于观察，勤
于动手，多写好文章投稿给《南阳
日报�小记者》，相信小记者们会
在报业传媒小记者这个良好的媒
介素养平台里学有所成。”

名家寄语：“今日小记者，明天大作为”

2016年 4月 20日，整合
南阳报业传媒集团小记者，成
立南阳报业传媒小记者；

2016年 11月 17日，《南
阳日报�小记者》开刊；

2016年 12月 31日，南
阳报业传媒小记者达到5000
人。

一路走来，有辛苦，有汗
水，但是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
可和称赞。

“南阳报业传媒组织的活
动很专业，老师和教官素质非
常高。现在孩子不仅爱上了
社会实践活动，还养成了阅读
小记者报、关注学校新闻的好
习惯！”

“我家孩子上一年级，我
也想让他参加咱的小记者，怎
么报名？”“老师，学校报名已
经结束，我们可不可以到报社
报名？”自南阳报业传媒小记
者招募以来，小记者中心的热
线电话就响个不停。不仅报
名火爆，而且许多小记者家
长、社会各界来电赞扬《南阳
日报�小记者》内容丰富、图
文并茂，富有知识性和教育意
义。他们纷纷表示愿意加入
其中，和小记者们零距离接
触，展开交流和互动。

在《南阳日报�小记者》初
刊首发、小记者街头卖报活动当
天，记者随机采访了南阳的一些
居民，向他们了解对于报业传媒
小记者活动以及《南阳日报�小
记者》的看法。来自市九中的初
中生卢贤买了一份小记者报，她
告诉记者：“报业传媒的小记者
们不仅有礼貌而且有勇气；小记
者报内容丰富，有很多写得很棒
的作文,我要带回去学习。”

在机关工作的小记者李洞
明家长说，“南阳日报小记者办
得非常好，不仅给广大小学生提
供了一个参与社会实践，融入社
会生活的平台，让他们的课外活
动丰富多彩，学到了许多课本上
没有的知识，还能让孩子们充满
自信，性格更加阳光，帮助他们

不断提高写作能力，可谓一举多
得。”

“《南阳日报�小记者》是
一份属于孩子们的特别的报纸，
让人感觉眼前一亮，孩子们能从
中学习到很多课本上学不到的
知识。” 在事业单位做行政工
作的李亚认真地说。

在公安系统工作的马红举，
高度赞扬报业传媒小记者们勤
于写作、宣传社会正能量的良好
品质，并鼓励孩子们积极参加社
会实践活动，成长为祖国的栋梁
之材。

2017年，小记者中心将全
面开启“培养小记者媒
介 素 养 ”课 程 计
划，定期组

织小记者走进知名工厂企业、事
业单位参观采访，让小记者们有
更多与资深记者编辑、社会各界
名人专家沟通交流的机会，接受
最规范的培训指导，提升他们的
沟通交流、观察思维等综合能
力，与学校、家庭教育进行有效
互补；还将继续利用《南阳日报
�小记者》、《南阳晚报》、小记者
微信平台等，全面展示小
记者的优秀作品。

（刘玲瑜）

社会热议：《小记者》属于孩子们的报纸

自《南阳日报�小记者》出刊
以来，市第四小学的张士升校长
专门将每一期小记者报收集起
来，放在办公桌上时常翻看，他
说：“经常看小记者报，不仅可以
及时看到各个学校的新闻，而且
也能从学生的作文中了解孩子的
想法，知道孩子的需要，可以更贴
实地做好教育教学工作。”

“十四小的学生几乎人手一
份小记者报。孩子们非常喜欢这
份报纸，因为它的内容富有趣味
和知识性，非常符合孩子们的阅
读需求。”来自南阳市第十四小学
的王静校长说。

市十一小的贾红新校长高度
评价小记者活动和小记者报的专
业性和趣味性：“我校自从多名学
生加入小记者后，很多学生和家
长都对小记者活动予以了极大肯
定，很多没有参加小记者的学生
和家长一直坚持要求学校再次开
展 集 体 报 名 活 动 ，场 面 一 度 火
爆。希望《南阳日报�小记者》今
后越办越好，活动越来越丰富，让
更多的孩子都能参与其中，收
获知识和快乐。”

学校关注：《小记者》贴近教育

追梦“小主持”

南阳报业传媒小记者有担当

无字家书
屋神奇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