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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日报社小记者俱乐部由
漯河日报社和市教育局联合发
起成立，每年通过举办200多场
次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小记者
在了解家乡风土人情、发展变
迁、传统产业的同时，综合素
质得到全面提升，赢得了学校
和家长的认可。如今，漯河日
报社小记者已经遍布我市各中
小学校。

漯河日报社小记者俱乐部有
《漯河日报》《漯河日报·小记者
刊》《漯河晚报·小记者专版》、
漯河日报小记者网、漯河日报小
记者官方微信、漯河发布六个发
布平台。

漯河日报社小记者俱乐部在
2019 年征集研学基地的基础上，
现面向漯河市、河南省乃至全国
征集2020年度漯河日报社小记者
研学基地。

征集对象：景区、书店、影
城、休闲场所、美食餐饮、民生
服务、文化艺术、科学教育、卫
生医疗、交通运输、品牌连锁机
构、农家庄园等。

联系地址：漯河日报社小记
者部（市区嵩山东支路新闻大厦
601室）

洽谈热线：
0395—3134517
17639595777（杨主任）

漯河日报社征集
小记者研学基地

了解更多小记者活动了解更多小记者活动
请扫描我们的二维码请扫描我们的二维码

政策信息
投诉建议

新闻监督热线新闻监督热线
13939500232
16639566116

漯河日报社教育综合体是
漯河日报社全新打造的开展实
践教学活动的平台，旨在让学
生们特别是本报小记者在此有
更好的学习体验。教育综合体
也给家长和学生提供了低成本
切换培训项目的便利，还能有
效 降 低 办 学 机 构 的 房 租 、 运
营、招生、媒体宣传等方面的
成本。

漯河日报社教育综合体除了
文化类培训外，还有艺术兴趣、
素质教育类培训，如音乐、舞
蹈、书法、绘画、棋类、跆拳
道、国学、少儿口才等。

目前，漯河日报社教育综
合体项目正火热招商中。

联系电话：0395—3134517
17639595777

联系人：杨主任

漯河日报社教育综合体
火热招商中

本报讯 （见习记者 李 宜
书）近日，漯河日报社小记者部

“足不出户，云游漯河”系列活
动正式启动，旨在通过视频形
式，为小记者展示口才语言技
巧，并让小记者在家中欣赏漯河
的美景，感受人文风情。

漯河地处豫中腹地，历史悠
久，2018年7月底，市委七届七
次全会根据新时代漯河发展的新
特征，做出了建设豫中南地区性
中心城市、中原生态水城、中国
食品名城、中华汉字文化名城的
重大决策。

热爱家乡，了解家乡。来，
请跟随靖靖老师的脚步，参观漯
河的文物古迹，了解历史人文、
民间手工艺，探访文化事件、文
化人物等。本版征集展现漯河地
域特色的文化线索，如果您身边
有这样的线索，请告诉我们，漯
河日报社小记者部靖靖老师将带
领大家“云”游漯河，居家了解
家乡，相关视频将上传至漯河日
报小记者官方微信、漯河日报小
记者抖音等平台，敬请关注。

联系电话：18739565758
邮箱：lhbxjzt@163.com

“足不出户，云游漯河”
系列活动启动

漯河日报社小记
者官方抖音号开通
啦！小记者的多彩瞬
间，在抖音里为你呈
现。如果家长们想要
保留孩子们的精彩时
刻，小朋友想要看到
自己的闪亮瞬间，就
请关注漯河日报社小
记 者 抖 音 号
（lhrbxjz），了解更多的
内容吧！

■文/图 见习记者 李宜书
桃子熟落地，黄瓜苗初长，

池中鹅欢唱，园中喜洋洋。6 月
23日，位于召陵镇詹庄村的金秋
十月生态园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小
客人——漯河日报社小记者，他
们 在 这 里 喂 食 鸵 鸟 、 尝 试 犁
地……在了解农业生态、观赏田
园风光的同时，收获童年快乐，
体会劳动艰辛。

小记者们首先聆听园主讲解
生态农园情况，听到园子里有各
种各样的蔬菜，有鸵鸟、梅花
鹿、火鸡等动物，大家对这些充
满了好奇。刚走进生态园，迎面
是一池碧水，池中大鹅和鸳鸯鸭
正在戏水觅食，见到如此美景和
悠闲的生活状态，小记者纷纷发
出赞叹：“这里真是个好地方。”
在种植区，小记者们看到了满园
的蔬菜，孩子们欢呼雀跃，红的
辣椒、绿的黄瓜、紫的茄子，一
派生机盎然的景象。

在金秋十月生态园养殖区，
活蹦乱跳的小猪仔、咯咯叫着要
下蛋的母鸡、羞涩的梅花鹿、调
皮的小鸵鸟引得小记者们阵阵欢
呼。“火鸡好大，它平时吃什么
呀？”小记者们对动物们充满着
好奇，围着养殖区负责人问个不
停。“火鸡一般以植物的茎叶、
种子和果实等为食，但也会觅食

昆虫、蛙、蜥蜴等动物，人工养
殖时可以喂食菊苣、苜蓿等蔬
菜。”一位负责人认真地回答着
小记者的提问。小记者们也认真
地在随身携带的采访本上记录
着。

随后，小记者们来到了农耕
体验区。看到骡子耕地时，大家
兴奋地说：“快看，这是小马。”

“不，这是骡子！不是马，它的
力气很大，适合耕地和拉车。”
负责人立即纠正道。在黑豆种植
区，小记者们纷纷要求体验犁地

播种，几个人套上绳子，在工作
人员的指导下，体验播种的过
程，了解农耕文化，感受耕种时
节的重要性，明白万物都有各自
的生长规律和习性，学到了许多
校园里学不到的知识。“原来播
种这么辛苦，以后我要节约粮
食。”小记者们纷纷感叹。在观
看了小毛驴拉着石磨把小麦碾成
面粉、用压水井取水后，小记者
们也去体验了一把，既亲近了大
自然，又找到了乐趣。

“漯河日报社小记者部致力

于中小学生素质养成与发展，精
心研究校外课程及社会实践活
动。本次带领小记者们走进农
田、养殖场，希望小记者能对农
作物、家畜有一定的了解。”小
记者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据了解，金秋十月农业生态
园是一所集种植养殖为主、循环
利用于一体的时尚农业生态园。
种的是五谷杂粮、绿色蔬菜，一
年四季都有蔬菜瓜果可摘；养的
是黑猪、泰和乌鸡等。生态园坚
持农作物种植到销售全部按绿色

无公害标准化生产规程进行，远
离农药和化肥，零人工激素，科
学规范管理。

金秋十月生态园负责人王伟
民告诉记者：“我们这里的鸡、
蛋、肉、菜等产品直供市实验幼
儿园、市直幼儿园，并和沙澧童
话幼儿园达成了‘绿色食材直供
基地’合作。同时已有二十多所
幼儿园组织孩子们来园采摘。欢
迎学校、旅行社及社会各界人士
来到金秋十月生态园，观摩农耕
时代劳作、体验田园生态。”

漯河日报社小记者

走进生态园 体验别样农趣

■文/图 见习记者 刘净旖
6 月 27 日，漯河日报社小记

者艺术团成员来到位于解放路与
人民路交叉口的啄木鸟牙科，参
观儿童牙科诊室，就关心的口腔
问题采访了儿童牙科医生，并穿
上白大褂进行职业体验，学习科
学护牙知识。

富有童趣的壁纸和窗纸、地
板上铺着一层彩色地垫、桌子上
摆放的绘本和故事书……当天上
午 8 点多，进入啄木鸟牙科二楼
儿童口腔诊室，眼前的环境让艺
术团成员们赞叹不已。“这怎么
和我们以前见过的牙科诊所不一
样呀？这里像是一间儿童房。”
艺术团成员李昕怡兴奋地说。

据啄木鸟牙科儿童口腔科主
任王利敏介绍，除了玩具、绘
本，为了给孩子们营造一个舒适
的看牙环境，他们引进了先进的
机械和设备，每一位专业的儿童
牙科医生都会耐心地跟孩子交
流。为了让孩子把看牙的痛苦和
恐惧降到最低，让他们开开心心
地看牙，诊所采取低速去龋和化
学去龋的方式。

为了当天的采访活动，艺术

团成员早已做足了功课，提前准
备好了口腔问题，并将问题记录
在本子上。在认真地听老师讲完
采访注意事项、礼仪和提问方法
后，艺术团成员们满怀期待地进
入到了采访环节。“王主任您
好，请问，我们为什么一天要刷
两次牙呢？”“经常听大人说六龄
齿，王主任可以给我们讲解一下
六龄齿是什么吗？”“为什么在啄
木鸟牙科还有专门的儿童牙科
呢？”……面对采访对象——啄
木鸟牙科儿童口腔科主任王利
敏，艺术团成员们表现得胸有成
竹。他们在采访中表现出的礼貌
和勇气，得到王利敏的不时称
赞。王利敏则不厌其烦地做出了
详细解释，并向艺术团成员普及
了正解刷牙方法、如何爱护牙齿
等知识。

采访完，艺术团成员们穿上
了“小牙医”专用白大褂，正式
开启自己的“职业生涯”。王利
敏医生带领艺术团成员来到儿童
牙科诊室，参观牙医的工作环
境，并为他们讲解每一样器械的
名称和使用方法。一边观看动画
片，一边躺在儿童专用椅上看

牙，这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呢？艺
术团成员们一一进行了体验，接
受牙医的检查，同时还为同伴们
检查牙齿。“哇！天花板上还有
一个超人造型的小玩意儿。我一
点儿也不害怕……”躺在儿童专
用椅上，艺术团成员陈昊天喜出
望外地说，“怎么才能让更多的
小朋友知道这里舒适的看牙环境

呢？”
对于陈昊天的疑问，王利敏

老师回答道：“我们通过很多渠
道来做公益，比如去学校义务给
学生检查牙齿，举办爱护牙齿科
学知识讲座，邀请孩子前来体验

‘小小牙医’，通过寓教于乐的形
式让孩子们乐于接受。因为‘预
防大于治疗’，所以要养成定期

检查牙齿的好习惯。如果牙齿有
问题要及早治疗，越早治疗不适
度越低。”

体验过“小牙医”，暖心的
儿童牙科医生还拿出了精美的超
人玩具和戒指等小礼物送给艺术
团成员们。当天上午10点，活动
接近尾声，艺术团成员们表示，
通过此次的采访实践活动，既学
习了牙科知识，认识到爱护牙齿
和养成良好口腔卫生习惯的重要
性，又锻炼了胆识，提高了与人
沟通的能力，以后也愿意到啄木
鸟牙科儿童牙科来看牙。

当天的活动，也得到陪同家
长们的认可。“这次来啄木鸟牙
科参观，既学习科学的爱牙知
识，又拓宽了孩子的视野。通过
到专业的儿科牙科与儿童牙科医
生面对面地交流，锻炼了孩子。
同时通过体验‘小牙医’，也让
孩子感受到牙医的职业魅力，有
助于孩子的成长。家长也在这次
活动中收获满满，学到了更多儿
童牙齿预防的理念，会在今后的
生活中督促孩子，家长也愿意带
孩子来这么专业的地方。”陈昊
天的妈妈吴桂琴说。

小记者当“牙医”

■本报记者 孙 震
今年9岁的黄梓涵是一个活泼

又聪明的女孩儿，就读于市第二实
验小学二年级。黄梓涵在漯河日报
社教育综合体点墨印象绘画艺术中
心学习国画已经一年了，多次获得
国家级绘画比赛奖项。

黄梓涵从小就喜欢画画，每
次画画遇到难度，她都会琢磨和
思考。在点墨印象绘画艺术中
心，贾冰老师着眼于素质教育，

培养孩子们的审美品位。特别注
重身教示范，譬如如何正确握毛
笔，如何灵活运用手臂、手指等
方法，只要学会正确的执笔方
法，初步了解水墨的浓淡变化和
水分的控制，具有简单的造型能
力，学生就可以像用其他媒材一
样，在宣纸上自由挥洒。

刚开始学国画时，黄梓涵遇
到了“拦路虎”。由于写意国画
是靠水在生宣纸上的渗化来产生

各种变化和美感，所以画笔上对
水分的控制十分重要。刚学画
时，黄梓涵总是控制不好画笔的
水分，墨或过于浓或过于淡，无
法表现出颜色和意境。贾冰老师
告诉黄梓涵不要着急，学习国画
需要耐心和毅力。首先，要弄清
楚纸和笔的特点，还有墨在纸上
扩张渗透的原理和基本控制方
法。除了要掌握这些基本的原理
和方法之外，多加练习才是提高

控制能力的最有效方法。通过不
断练习，黄梓涵掌握了用墨技
巧，画画时得心应手了。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黄梓
涵看来，学画的过程就是一种享
受，用简单的颜色，画出意境悠
远的国画。在贾冰老师的专业指
导和黄梓涵长时间的努力下，黄
梓涵的绘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自己也越来越有信心，学习的过
程也越来越轻松了。

在绘画中体验水墨魅力
——访漯河日报社教育综合体优秀学员黄梓涵

黄梓涵家长供图。

医生为小记者讲解牙齿知识医生为小记者讲解牙齿知识。。

漯漯河河日日报报社社小小记记者者艺艺术术团团成成员员展展示示

陈昊天（10岁）

兴趣爱好：阅读、朗诵、拉
小提琴、打球、下棋。

郭昕悦（10岁）

兴趣爱好：弹古筝、舞蹈、朗
诵、看书。

王玥尧（8岁）

兴趣爱好：画画、诵读、讲故
事、写作。

赵浩宇（8岁）

兴趣爱好：绘画、围棋、爬
山、打球。

李昕怡（10岁）
兴趣爱好：舞蹈、朗诵、绘

画、阅读。

6月27日，市图书馆联合漯河日报社小记者部举办以“爱心
传递·接力阅读”为主题的小小图书漂流活动。

本报记者 焦 靖 摄

▲工作人员为小记者讲解种植知识。

小记者用石磨磨面。▲

本组图片由学生家长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