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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在第11个全国防灾

减灾日里，100名报业传媒小记者

受市防震减灾中心邀请，提前探秘

还未对外开放的市防震减灾科普

馆，了解地震发生原理，学习应急避

震方法。

市防震减灾科普馆是我市唯一

一处防震减灾专题科普教育基地。

展馆面积约1200平方米，集科普、

教育、互动、体验为一体，通过地震

探秘、防灾救灾、危急时刻、张衡文

化等 6大展区 52个展项的丰富内

容，利用地震体验平台、VR模拟训

练、4D影院等形式，全方位拓展防

震减灾知识领域，生动直观地向参

观者普及地震监测、防御和应急常

识。

本次是市防震减灾科普馆第一

次试对外开放，报业传媒小记者们

有幸成为科普馆的第一批参观者。

当天上午，小记者们排着整齐的队

伍来到市防震减灾科普馆。参观前

市防震减灾中心的张晔主任首先对

小记者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向小记

者们介绍了防震减灾科普馆的基本

情况，并鼓励小记者们在参观中认

真学习，掌握正确自救方法。在今

后的生活学习中多宣传地震防灾知

识，当地震来临时，既要有自我保护

的能力，更要有能力去帮助更多的

人。随后张主任和小记者们一起在

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开启一上午的参

观活动。

来到科普馆内小记者们见识到

了各种各样的模型、沙盘，在讲解员

深入浅出的专业介绍中了解到与地

震相关的知识和防震抗灾的各种技

术。在工作人员的安全指引下分批

次体验了地震模拟体验台、VR模拟

室内逃生训练、地震虚拟场景逃生

训练等体验项目，亲身体验了地震

发生时的感觉。最后还观看4D电

影地震知识短片，在张衡文化长廊

了解南阳五圣之一张衡和他一生的

成就。

一上午的参观和各种模拟环境

下的体验，让小记者们大开眼界，学

习到不少防震减灾知识，对地震有

了一次全新的认识，活动也进一步

增强了他们防震减灾意识，提高了

他们自救互救的能力。“今天参观非

常开心，这次地震科普活动，不仅让

我增长了防震知识，还激发了我学

习地震知识的热情。我要把今天学

到的知识告诉同学们，让大家都能

够更多地了解地震知识。”小记者曾

沐阳兴致勃勃地说。小记者们也纷

纷表示要写出心得体会，将此次参

观学习的感受和所学到知识分享给

身边的每一个人。

5月11日-12日，报业传媒小
记者中心、和城广场、宇信大裕城

联合举办第三届“童心传递 筑梦

成长”跳蚤淘宝节。为期两天的活

动共有1500余名小记者及家长参
与其中。奇奇百货、时光小铺、开

心淘宝屋……一个个摊位鳞次栉

比，书籍、玩偶、文具、小盆栽，商品

琳琅满目。大声吆喝，热情揽客小

记者们各展神通，卖力推销各自物

品，忙得不亦乐乎。

红火生意靠吆喝
市四小杨惠昕小记者特别机

灵，吆喝十分卖力，一有客人和小

朋友过来，就立马站起来搭话，介

绍自己卖的物品，在这次活动中，

就属她卖得最多；中光小学六年级

马伟耀是广场上的亮点，家长十分

佩服他的小嘴皮子，问道你是哪个

学校的？说话跟小大人样儿，真像

个生意人，说话一套一套的，我们

都被你忽悠住了；市第十二小学校

本部一四班李霁僖小记者，独家售

卖自己奶奶做的香囊，成为市场上

抢手的商品。她兴奋地说道“想着

端午节快到了香囊肯定热卖，我就

和奶奶一起提前做了许多手工香

囊，果然特别受欢迎。”

独家代理蚕宝宝
在和城广场，市十二小小记者

张瑜丹成了“市场独家代理”售卖

蚕宝宝。为了扩大销售渠道，临时

和小伙伴们组建了推销小分队分

区域售卖，最后根据每人的销售情

况派发劳动报酬；市三十二小的张

禹■和十五小的吕长乐两个小记

者现场达成了“店铺融合”的协议，

一个在摊位售卖推销整合物品，一

个则流动推销商品，遇到其它摊位

有趣的物品立即低价买入，补充到

自己摊位再高价卖出。十五小小

记者徐英萌和吴昕倩两位小记者

联合组成的小摊位则遇到了小问

题，以低于原定的价格卖出了商

品，让她们觉得亏本了，最后一致

协商所有商品涨价，给客户预留讨

价还价的空间。

家长称赞有新意
活动尾声小记者们自发当起

了“梦想合伙人”，在这个环节中大

家通过活动所得款项中的1元钱，
一起来完成贫困儿童“小小空军飞

行员”的梦想。小记者们忙着“练

摊儿”，陪同的家长们也没闲着，有

的充当起临时店员，有的忙着给孩

子拍照记录，还有的家长则化身

“买家”在淘宝。欢笑声、叫卖声汇

成一片。“这次活动锻炼了孩子与

不同人打交道的能力和胆识，培养

了孩子遇挫不怠的良好心理素质

和一定的理财能力，非常有意义。

以后的此类活动，我们还会参加。”

市十五小小记者王熙皓妈妈开心

地说。

据悉暑假期间，小记者中心将

开展“小小空军飞行员”研学活动，

小机长们将通过理论和实际知识

的灌输和学习，从飞机的构造、空

乘礼仪、飞机拼装、航空实务培训、

登陆真机体验机长生活。在资深

机长的带领下我们学习陆空对话

词汇表，飞机种类和原理，小机长

们还要登上飞机翱翔蓝天，感受宽

阔的天空带来的无限遐想。（杜增

波 丁娥）

本报讯（通讯员祁延峰）温情

五月天,感恩母亲节。5月12日，市
实验学校开展形式多样的特色活

动，让学生向辛勤劳动、默默奉献

的母亲们送去节日的祝福。

学校组织学生自己动手，尽自

己所能，亲手制作一份爱心礼物，

送给母亲让妈妈感到开心快乐。

让孩子们为母亲送上节日祝福，用

有温度的文字祝母亲节日快乐。

并通过与母亲的交流，更进一步体

会爱与责任。并在当天让孩子们

通过二十四小时的护蛋体验活动，

感受到妈妈的辛苦和不易。

市实验学校

芬芳五月花 感恩慈母情

本报讯（通讯员罗丽 王悦钥）

5月7日，市第四小学组织学生前往
卧龙岗开展“走进诸葛躬耕地 悦

读南阳卧龙岗”主题研学活动。

在卧龙岗门前，同学们诵诸

葛名句，做时代新人，齐唱《中国

少年先锋队队歌》，嘹亮的歌声

拉开了活动的帷幕，精彩的情景

剧表演《人杰地灵南阳城》赢得

了 现 场 观 众 和 游 客 的 阵 阵 掌

声。表演结束后，同学们在老师

和武侯祠讲解员的带领下参观

武侯祠。在诸葛草庐前，讲解员

向同学们介绍了草庐的对联和

刘备“三顾茅庐”的背景故事。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全体同学朗

诵经典名作《出师表》，体会诸葛

亮鞠躬尽瘁、心怀天下的品格，

领略诸葛文化之精粹。

研学活动并不是仅仅带着学

生到处旅游，第四小学始终秉持

“实践德育”的理念，并将“创设情

境，自助体验，自我感悟，内化提

升”作为德育培养标准形成学校

的特色德育。学校通过此次研学

旅行活动，让同学们认真学习优

秀传统文化，从卧龙深厚的文化

沃土中汲取精神营养、了解家乡

文化，促进书本知识和生活经验的

深度融合。

市第四小学

领略诸葛文化主题研学

本报讯（通讯员张伟）5月8日，
市第二十六小学党支部全体党员

干部，在党支部书记李国英和副书

记张伟的带领下到宛城区党员党

性教育中心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

使命”主题党日活动。

党员干部们依次参观九个展

厅，观看了短片，聆听讲解员讲解，

观看展品图片和实物等，通过一个

个故事，一张张图片，生动再现了

党的光辉历史。

参观学习后，在会议室内全体

党员进行了座谈交流，大家纷纷表

示通过这次参观学习，心灵受到了

震撼，精神得到激励，思想得到启

迪。今后会牢记党的宗旨和人民

重托，恪守党章，严守纪律，立足本

职，勤奋工作，不忘入党初心、牢记

教育使命，为二十六小学的全面发

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市第二十六小学

主题党日活动形式新
本报讯（通讯员何伟英）5日10

日，市第三十九小学召开了2019年
春期期中生本总结表彰大会，对一

阶段以来认真落实生本教育，积极

主动参与生本学习的优秀师生代

表进行表彰。

会上学校对 78名生本学习
优秀小老师、260名生本学习优
秀小组长、260名生本学习先进
个人和 260名新三好学生进行了

表彰，领导班子成员为获奖的同

学颁发了奖状和奖品，鼓励他们

继续努力，积极参与课堂学习和

自主管理，发表自己的见解，和

同学交流质疑，参与班级事务，

养成各种习惯，不断提升能力。

勉励老师们，以高度的责任感，

举全校之力，发挥“三牛精神”，

一起努力创造三十九小学辉煌

的明天！

市第三十九小学

期中表彰多励志
本报讯（通讯员杜建伟）5月

10日下午，市第二小学校召开期中
考试总结暨家长会。

家长会上，各班班主任和任课

教师精心制作了课件，详细地介绍

了半学期以来学生在校的学习情

况，并就如何正确引导孩子培养良

好的学习、行为习惯以及如何注意

安全等与家长进行了互动交流。

并全面分析了本班学生本次期中

考试成绩以及学习中存在的一些

问题，针对班级中存在的一些问

题，各班班主任和任课教师给予了

家长一些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家庭

教育建议，家长们纷纷表示在家做

好孩子的工作，勤与老师沟通，配

合老师共同教育孩子，为孩子创设

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环境，共同促

进孩子健康发展，为孩子的健康成

长保驾护航。

市第二小学

中考总结会 扬帆再启航

你知道市防震减灾科普馆吗？小记者提前探营

学习应急避震方法 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我筹一元钱 圆你空军梦
小记者跳蚤淘宝节花絮

小记者们大家好，最近小记者中心接到很多家长电话咨询，小记者

活动的具体内容，如何查看、报名、参加活动。

在此，通知各位小记者和家长，我们小记者活动详细情况会在每周

三、周四的“南阳报业传媒小记者”微信公众号发布，里面会详细介绍活

动内容、详细课程、活动地点、时间等内容。

各位小记者和家长可以扫描关注右侧二维码，即可关注小记者微

信公众号，查看活动内容，及时掌握活动详情。

动动手指 轻松掌握精彩活动

电校园来

本报记者 古城 通讯员 刘东欣

小记者现场采访市防震

减灾中心张晔主任

了解我国地震背景

观察地震断层对建筑的影响

小记者卖力推销自己的商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