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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校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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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采访与写作是每一名报

业传媒小记者都应该具备的基本

素养，提高新闻敏感度和写作能

力，对于小记者整体素质的提高，

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5月18-19日，在报业传媒小
记者中心会议室里，300余名小记
者认真聆听小记者中心老师授课，

学习什么是新闻，如何去采访，怎

么写新闻，从而学会与人沟通，提

升自己的写作能力。

学习新闻知识
在“小记者大课堂”上，小记者

们对新闻采访写作表现出了浓厚

的兴趣。老师为小记者讲述了“什

么是记者？什么是新闻？新闻和

作文的区别……”并根据小记者的

年龄特点，结合他们身边具体的例

子来告诉小记者，学会从身边的生

活寻找素材，学会观察身边的好人

好事，争做社会的有心人。鼓励小

记者们留心周边的事物、动植物及

人物，从细微的观察开始，善于观

察，学会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不

写空话。课堂上，小记者们个个听

得津津有味，他们仔细聆听着老师

的讲解，不时举手道出自己的理

解，还不忘在采访本上记下关键

词。

做好访前准备
“如果采访对象不愿意接受采

访怎么办呢？”“如果采访时，我不

赞同他的观点怎么办呢？”“如何了

解采访对象和写采访提纲，如果了

解不到怎么办呢？”面对小记者的

提问，老师从小记者应该具备的基

本素质、采访前的准备到采访礼仪

及各种注意事项等，通过专业的讲

解娓娓道来。小记者们认真听讲

记录，深深感到这堂新闻采访的必

修课“料非常足”，听得很过瘾。

模拟现场采访
课程接近尾声，老师挑选小记

者上台参与现场采访互动，真实模

拟采访情景，老师在一旁做出正确

的指导。经过了系统的学习，小记

者们都跃跃欲试，虽然也有些不太

熟练，但都非常珍惜上台的机会。

随后，为了让每个小记者都能够参

与到记者采访的模拟体验活动中，

老师临时决定让小记者们两两一

组，互相扮演记者和受访者，体验

采访和被采访的感受。小记者们

迅速地结成了两人一组，有的拿着

笔当话筒，有的把本子卷成筒状当

话筒，互相“采访”，采访完毕再角

色互换。兴奋的一问一答中，小记

者体验着模拟采访，更期待着将来

能走到新闻现场，真正体会现场采

访的感觉。

课后，小记者们意犹未尽，许

多小记者表示，通过本次“小记者

大课堂”活动学到了许多关于记者

和新闻采访方面的知识，为以后的

采访之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纷

纷表示将把今天学到的知识运用

到实际的生活当中，做一名真正合

格的小记者，也更期待以后的社会

实践和采访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李正汉）5月16
日，市第十五小学举办首届“与成

语相伴 点亮智慧人生”成语大会。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筹备，

通过班级初赛选拔，校级预赛选

拔，共32位“成语达人”参与本次
大赛决赛。比赛现场气氛紧张

而又激烈，面对问题选手对答如

流、侃侃而谈。用肢体语言向同

伴惟妙惟肖的传递成语意思。

他们入木三分的演绎，让台下观

众也忍俊不禁。一个个成语典

故，让我们感受到了炎黄子孙的

家国情怀。

本次成语大会引导学生自觉

主动的学习、积累、运用成语，体会

成语的魅力，激发学习成语的热

情。比赛虽然结束了，但十五小孩

子传承成语文化的心却从这一刻

起步。

市第十五小学

首届成语大会角逐激烈

采访写作从 出发

本报记者 古 城

本报讯（通讯员胡剑）5月 11
日，中国小篮球联赛南阳赛区开赛

了。在这次比赛，市第二十五小学

U8篮球队，一路过关斩将，取得5
胜1负的战绩，最终获得此年龄组
第二名的好成绩。

市第二十五小学本着培养学

生健康体魄，响应中国篮协小篮球

发展计划的号召，组建了一支低年

龄段篮球队参加本次比赛。四天

的比赛虽然短暂，但是通过这次比

赛，充分展示了二十五小学篮球小

将们的运动风采。小队员们团结

协作，不畏艰难，顽强拼搏在比赛

中脱颖而出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不

仅得到了身体上的锻炼，感受到篮

球赛的氛围，也学习到信任、团结、

拼搏等优良品质。

市第二十五小学

小学篮球赛 少年展风采

本报讯（通讯员王霞）5月 17
日，“弘扬法治精神 照亮精彩人

生”法治讲座在市第十四小学举

行，600多名学生和老师体代表参
加了学习。“市巾帼公益律师团”为

小朋友们送上一场生动精彩的法

治课，这标志着卧龙区系列法治讲

座正式启动。

本次系列法治讲座活动是由

市普法办、市司法局、市教育局联

合举办，旨在通过系列法治讲座，

向广大学生普及法律常识，引导广

大青少年学生养成自觉遵纪守法

的良好意识和行为习惯，建设平安

法治和谐美丽校园。

讲座从“什么是法、走进宪法、

校园欺凌”三个方面为同学们进行

详细讲解，并结合学生们的兴趣和

知识层面，列举生动鲜明的案例，

深入浅出地讲解《宪法》、《未成年

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并采取问

答、赞许、讲述、举例等方式积极与

同学们交流互动，引导学生积极参

与法治宣传，向父母、家庭成员、同

学，同伴宣传法律知识，参与法治

建设，争做普法、用法的倡导者。

市第十四小学

法治讲座进校园

本报讯（通讯员王克选）日前，

市第十七小学“家长讲坛”活动，四

十七位来自各行各业的家长,充分
发挥自己的职业特长，制作了精美

的多媒体课件，用直观的教具、模

具，为孩子们带来了别开生面的一

堂课。

在上课前，班主任向家长颁发

市第十七小学“家长讲坛”讲师聘

书。鼓励家长与学校携手，共同培

养有“诗书气、君子品”的学生。课

堂上，食品安全的小知识、防溺水

知识、国防知识，卫生健康知识、运

动与健康、水文知识等等，“家长讲

师”们热情地与同学们互动、游戏，

每一堂课都精彩纷呈。

据介绍，《家长讲坛》活动是十

七小学开发的校本课程——“百家

讲坛”系列内容之一，也是学校充

分发挥家长志愿活动，拓展家校共

育的德育教育之一。有效地利用

家长资源，可以开阔同学们的眼

界，拓宽其思维，让孩子们的课堂

变得更加丰富和精彩，更能加强家

校之间的合作，体现“家校共育”的

教育理念。

本报讯（通讯员邢克）5月14
日，卧龙区教体局党组书记、局长

霍书晓，副局长李明莅临南阳市第

六小学调研指导工作。

调研组实地查看了六小的校

园文化建设，参观了见证学校百年

办学史的明清时期的古石碑，并和

学校中层以上班子成员进行了座

谈交流。在座谈会上，六小校长对

学校的历史沿革、服务区域、教师

队伍以及学校办学理念、办学特色

做了简要汇报。

在座谈中，霍局长针对当前教

育面临的新形势，着重指出，要靠

制度建设促进管理的规范、科学，

建立岗位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

订议事规则，提升管理水平。他表

示，局党组要抓住关键少数，重点

抓好校长队伍建设，要求校长做好

人才的发现、培养、推荐和使用，做

到人尽其才，充分激发教师队伍活

力。

市第六小学

区教体局深入学校调研

本报讯（通讯员王超）5月17
日下午，市第九小学2019年春季
田径运动会在学校操场举行。

沐浴着初夏温暖的阳光，运

动会在一片热烈欢快的气氛中开

始了。三、四、五、六年级的运动

员们个个精神抖擞，分组进行了

50米短跑，200米长跑两项比赛。
赛场上，小运动员们如骏马奔驰，

你追我赶，争分夺秒地奔向终

点。立定跳远的场地上小运动员

们精神饱满，举手投足整齐到位，

起跳，纵身一跃，划出一道美丽的

弧线。后抛实心球小运动员们一

个个化身大力士，憋红了脸，使出

全力，将实心球抛向更远处……

孩子们在运动场上秀出了自信，

展现了自我。

经过激烈的角逐，南阳市第

九小学2019年春季田径运动会在
欢呼声中落下帷幕。此次运动会

虽然设置的项目不多，但面向全

体学生，争取人人参与，全体学生

切身感受到了运动的激情与魅

力。师生们纷纷表示，将以本届

运动会为契机，加强体育锻炼，增

强体质，以更好地状态去工作和

学习。

市第九小学

举行春季田径运动会

本报讯（通讯员冉升云）5月17
日上午，市姜营小学开展防震疏散

安全演练活动，进一步提高师生地

震应急疏散的快速反应能力、自救

互救能力和面对突发安全事件的

自我防护意识，

疏散演练前，各班老师先给孩

子们讲解有关预防地震的知识，教

会学生当地震来临时应该怎样做，

各班老师还仔细讲解逃生技巧和

疏散要求，明确疏散的信号和路

线。随着警报长鸣，演练正式开

始，班主任及科任教师组织学生躲

在墙角、课桌角下抱头躲避。第二

声警钟响起后，老师组织学生弯着

腰、用双手护着头，沿着定道路快

速前进，在负责楼梯口疏导的老师

坚守在自己工作岗位上，直到最后

一名学生通过，才迅速撤离。撤离

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互相推挤或

踩踏事故，整个演练过程井然有

序，全校师生只用了2分15秒安全
撤离教学楼，到达指定区域。

通过此次防震疏散演练，不仅

再次落实了学校对突发事件的防

范措施，增强学校师生的安全意

识，真正掌握了应对地震发生时采

取的防护措施和方法。

市姜营小学

校园防震减灾疏散演练

本报讯（通讯员杜建伟）5月17
日下午，市第二小学举行“家长进

课堂”活动。让学生接触和学习家

长工作，同事也方便家长们更深入

的了解了班级和学校，丰富学生课

堂加强家校之间合作。

活动中4名来自不同行业，从
事不同职业的家长，结合个人专长

及职业特征，采取图片讲解、做游

戏、看视频等方式，向孩子们介绍

了环境保护、国际音标知识、金融

货币知识、传统武术知识等内容。

家长课堂上，家长们与孩子们积极

互动，课堂气氛十分活跃。家长进

课堂活动不仅拓展了少年儿童的

视野，而且还可以让家长和孩子一

起分享、感受和体验活动乐趣，培

养亲子关系，更能促进家校之间的

联系，为学校的教育教学注入新鲜

和活力。

市第二小学

家长进课堂 携手促成长

“小记者大课堂”现场速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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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第十七小学

“家长讲坛”精彩开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