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25日，市骨科医院的

专家医生走进小记者中心，为报业传媒

小记者开展“日常急救知识及儿童健康”专题讲

座，并为到场的200名小记者进行骨骼发育健康体检。

该院急诊科医护人员段璞首先和小记者们分享了急

救知识，讲解遇到烫伤等常见意外时的预防和急救方法。为了

让在场的小记者更直观地了解和学习急救知识，医护人员还带来

了假人道具，模拟急救现场，利用模拟事件和场景，用假人道具一边

讲解一边演示心肺复苏。并在活动讲解中让小记者化身“小医生”体验

了一把现场“抢救病人”的模拟训练。

“轻拍伤者双肩并呼叫病人，观察他有无反应。如口腔有异物，应立即

清除，开放气道……”在观看了标准的心肺复苏操作后，小记者们纷纷举手

踊跃参与，争相体验“现场抢救病人”。“刚才按压的时候好紧张呀，就好像是

在抢救真人一样。”市第三十九小的小记者张惠普说道。“心肺复苏需要的体

能比较大，虽然孩子们现在做起来还比较吃力，但掌握了方法，以后会做得越

来越标准。”对于挑战失败的小记者，医生们也对他们进行鼓励，并希望他们

把正确的急救方法传授给家人。

小儿骨科王建新主任给小记者们讲解骨折应如何处理，重点讲解了

在日常生活、体育锻炼、活动游戏中基本的创伤急救方法。医生的讲解

声情并茂、形象易懂，小记者们一边听讲，一边认真记录将重点知识

记在采访本上。活动最后，专家们对每一位小记者骨骼发育情况

进行了初步诊查，在体检过程中对小记者们日常学习生活中的

不良习惯进行纠正。

通过此次活动不仅提高了小记者们急救的意识

和救护技能，也让他们初步了解到人体骨骼相

关的科学知识，进而更好地认识生命，

更健康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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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秀云）5月 24

日，南阳市十五小学举办第三届以

“诵经典润童年”为主题的诗词大

会，该校师生重温经典诗词，分享

诗词之美，感受生活之趣。

本次参赛选手为学校全体四

年级学生。比赛通过网上答题的

形式，经过初选和复赛，最终从72

名复赛选手中产生出12名优秀选

手参加年级决赛。在当天激烈角

逐中，评选出了本届诗词大会的状

元、榜眼、探花。

据介绍，此次诗词大会入选诗

词全部出自一至四年级的语文课本

及《日日诵》和《同步阅读文库》中的

古诗词。内容涵盖田园风光、军旅

边塞、咏物言志、仁义忠孝、惜时奋

进、爱家爱国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主题，旨在通过诗词弘扬民族优秀

文化，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营造浓

郁的校园读书氛围，以“赏中华诗

词、寻文化基因、育和美少年”为宗

旨，激发学生对古诗词的兴趣与热

情，享受自主阅读的快乐。

市第十五小学

诗词大会诵读经典

5月26日，新华城市广场来了一
群小记者，他们头戴小红帽，手拿《小

记者》报在广场上努力“叫卖”。上下

午两场活动，500多份报纸，每一份的
成功售出，都记录着小记者的汗水与

付出，成长与收获。

继上次小记者“小记者跳蚤淘

宝节”活动后，上周末小记者们再

次出发，走上街头通过自己的努

力，来完成“梦想合伙人”这个项

目，让大山里的学生可以走出大

山，去看大海，感受外面的世界。

虽然当天骄阳似火，但也挡不住报

业传媒小记者卖报的热情，活动还

没开始，小记者们就早早的就来到

了集合地。带队教官耐心地给小

记者们讲解了卖报的技巧和流程，

并分组划分活动区域。活动开始，

小记者们一个个激情高昂，拿着自

己的报纸就出发了。

“叔叔阿姨，您好，我是报业

传媒的小记者，今天我们想利用

卖报所得，圆大山里的孩子一个

梦 想 ，所 以 请 你 帮 忙 买 份 报 纸

吧。”来自十四小的小记者李子琪

正在认真的对路人推销手中的报

纸。而另一边，面对着一个个走

过来的陌生人，小记者刘默菡根

本不敢走上前去兜售，吆喝的声

音也小得跟蚊子哼似的，她向站

在一旁同伴诉苦“平时看别人义

卖好像挺容易，没想到轮到自己

亲自上阵的时候才发现，真是好

难啊。”小记者马名泽和马名鸿的

小队只用了30分钟就把他们小队
的报纸全卖完了。他们总结了卖

报经验，把经验分享给其他还未

完成任务的小记者，并主动帮助

他们，一起卖报纸。

规定的卖报集合时间到了，

大家聚在一起一元、两元、五元、

十元……小记者一边数钱，一边

分享着自己的卖报心得。把钱整

理完毕，小记者们在广场上进行

了简单的捐赠仪式，大家排好队

有序的将所筹善款投入捐款箱，

用实际行动传递爱心完成梦想。

来自四小的小记者孙康裕在这次

活动中募捐了 60余元，也是两场

义卖活动中收获最多的小记者，

他在活动的总结环节说道：“这次

活动让他感觉到了人们的爱心，

一元钱一份的报纸好多人都多付

了钱，一位叔叔听到我说义卖的

钱要捐助给贫困儿童，直接递给

我 10元钱买了一份报纸，真是太
感谢他们了，社会上的爱心人士

还是很多的。”

在一片欢声笑语中我们的活

动圆满结束了。从无法启齿跟陌

生人说话，到把报纸卖出去，在两

个半小时的卖报过程中，小记者

们经历了拒绝的懊恼和伤心，卖

不出去的沮丧，一起解决困难卖

报成功的喜悦，与人分享的开心，

这些不同的感受比书本上的文字

来得立体生动。家长们也都纷纷

感叹道：“这样的活动让孩子在投

身公益奉献爱心的同时，锻炼了

他们的分工合作和社交能力，这

些能力也是他们所缺少的。不仅

如此，更让孩子懂得了热爱生活，

懂得了如何回报社会，是一堂难

得的社会实践课。”

本报讯（通讯员邢中娟）5月23

日，市第三十二小学校在五楼报告

厅举行“和经典共舞 与诗词相约”

汇报演出。

本次活动学校于本月初下发

了活动方案，在各位老师的精心筹

划、编排下，在同学们的认真努力

下，当天各班的经典诗文诵读节目

新鲜出炉。一组组经典诗文在孩

子们的深情诵读中不绝于耳，一个

个经典诵读节目在孩子们的精彩

演绎下熠熠生辉。诵读经典，让阅

读成为习惯，使书香飘溢校园；感

悟经典，将传统文化的种子播撒在

我们的心田。在孩子们的诵读声

中，市第三十二小学校“和经典共

舞 与诗词相约”经典诵读展演徐

徐落下帷幕，但中华经典的千年音

韵，仿佛还在我们耳畔回响。中华

经典的万世情怀，似乎还在学生们

心头荡漾。愿三十二小学子徜徉

书海、汲取精华、浸润成长、幸福人

生，愿中华诗文之花永远芬芳，愿

中华五千年文化血脉永久传承。

市第三十二小学

和经典共舞 与诗词相约

本报讯（通讯员王克选）5月27

日上午，市第十七小学组织全体师

生开展了夏季消防安全应急疏散

演练。

校园安全重于泰山，为了给全

校师生撑起一把安全保护的大伞，

市第十七小学建立了安全专项工

作小组，邀请卧龙区消防支队指

导，进行夏季消防安全疏散演练。

9点45分消防安全疏散演练正式

开始，安全工作人员在博学楼发现

火点，大火燃烧，浓烟滚滚，立即向

学校汇报并拨打119报警电话，学

校警报声响，博学楼、博艺楼、少年

宫各班班主任和副班主任立即组

织学生快速列队，按照预定疏散方

案争分夺秒撤离至东西操场，各楼

层安全工作人员在清理楼层后发

现博艺楼有一位学生因脚骨折不

能撤离，向总指挥汇报，学校安全

工作组以及医护人员对该学生进

行了救助，并且第一时间将学生带

离火场，抵达安全区域。此刻抵达

学校的消防官兵与学校安全工作

组老师合力将大火扑灭，本次消防

演练正式结束。

随后，卧龙区消防支队的消防

官兵为全校学生做了一次现场的

防火防灾安全教育，并到各个班级

进行了针对性安全教育，本次消防

安全应急疏散演练既增强了学生

们遇事沉稳、自我保护的安全意

识，也增强了老师们的安全意识与

疏散应急反应能力。

市第十七小学

消防演练防患于未然

本报讯（通讯员祁延峰）5月23

日，市实验学校邀请市基础教研室

副主任田永祥到校做《从课程观谈

教与学》专题报告。

田永祥详细地阐述了课程

的含义、课程的特殊作用，探讨

课程实施中遇到的问题，并提出

“少教才能多学”等教学理念，并

勉励老师们要加大课程开发的

深度和广度，为学生提供丰富的

高质量的课程。

会后，张坤校长对田永祥主

任精彩的讲座表示了衷心的感

谢，并指出“欲新一国者，必先新

一国之民”，培养好时代新人，是

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无上光荣的

使命，要认真思考什么是教育的

本质，树立应有的文化自信、教

育自信，利用好校内外资源，丰

富我校校本课程，着力关注拓展

性课程、校外研学课程的建设，

着力打造具有我们宛城特色的

教育品牌，为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不懈努力。

市实验学校

举行教学专题报告会

本报讯（通讯员李果）5月 23

日，青华四小的学生代表走进市第

十一小学参加一体化研学之旅。

青华四小是市第十一小学一

体化发展学校，当天学生代表来

到十一小学校园在学校小小交警

的带领下参观校园，他们来到十

一小学的特色书吧品咖啡、读经

典；来到音乐教室，参加合唱队训

练；到操场上，一起上体育课，感

受运动之美。中午，学生们一起

在餐厅就餐。下午，又一起到南

阳烙画厂进行研学，孩子们都被

那神奇的南阳瑰宝技艺所吸引。

一天活动下来，青华四小的孩子

们不仅和十一小的孩子们结下了

深厚的友谊，也开拓了眼界，丰富

了知识。

市第十一小学

研学旅行助梦幸福人生

本报讯（通讯员冉升云）5月20

日，姜营小学全体教师进行《教室

里的正面管教》读书交流，共同分

享书中经典。

活动中老师们畅所欲言，不断

剖析自己，努力做一个温情而从容

的老师，从书中感悟能够激起共鸣

的思想。交流分享结束后，李明丽

校长对此次活动进行了总结，鼓励

老师们博览群书、读自然万物、感

社会人情。她表示学校今后将持

续深入地开展教师读书活动，希望

全体教师多读书、勤反思、常写作，

做一个有书香气、有内涵的教师。

市姜营小学

读书交流分享引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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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变身

骨科小医生
本报记者 古 城 通讯员 苏 伟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贫困山区的留守儿童需要社会各

界更多的关爱、帮助和呵护！南阳报业传媒小记者中心特

开展“捐一元钱，圆一个梦”募捐活动。在此，我们向全体

小记者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发出倡议，伸出您的双手，送

上您的温暖，奉献您的爱心，让我们携手努力，为黑虎庙 47

名孩子圆梦：“走近海洋 拥抱大海”！也许您吃零食的一元

钱，就有可能改变一个孩子一生的命运，让希望的光芒照

亮他们的前程。

（活动详情请扫描关注右侧小记者微信公众号）

“捐一元钱 圆一个梦”
爱心捐赠倡议书

本报记者 古 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