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漯河日报社小记者部由漯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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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漯河日报社小记者部有《漯
河日报》《漯河日报·小记者
刊》、漯河日报小记者网、漯河
日报小记者官方微信、漯河发布
五个发布平台。

漯河日报社小记者部在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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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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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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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我们一起出发

新的一年来临，祝大家牛年吉祥、
万事如意。我们的学习能力更要“牛气
冲天”，把过去一年里的失意都化为奋
进的力量。加油吧，少年！

——郾城区实验小学 李淑菲
2020年，我们在期盼中复学，在严

密防控疫情的校园里，老师的关心和呵
护让我们铭记在心，感受到健康的重
要，更懂得了珍惜。2021年，祝身边的
每一个人都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祝愿
伟大的祖国欣欣向荣！

——召陵区实验小学 闫子轩
新的一年，祝福我的老师、家人、

朋友、同学健康平安！也希望自己在新
的一年中过得更加精彩！同学们，让我
们再接再厉，取得累累硕果。

——召陵区许慎中学 程欣
新年新气象，相信我们一定会有一

个美好的开始。祝愿家人身体健康，祝
愿老师万事如意，祝愿同学开心快乐，
祝愿自己明年收获佳绩！

——源汇区双龙小学 王韦予
2020年是难忘的一年，新冠病毒肆

虐，大家居家隔离，防控疫情。终于，
我们打赢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2021
年，愿一切过往皆为序章，愿我学有所
成，为伟大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力量！

——召陵区人民路小学 李诗莹
岁月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每个

人都乘着属于自己的小舟在光阴里穿
行。回首2020，有很多值得记录、值得
珍藏、值得分享的故事；展望2021，我
想说，愿山河无恙、人间安好！

——源汇区实验小学 陈晗玉
疫情让 2020 年有太多的磨难和感

动，愿将这一年的不顺都揉碎，洒在过
去的时光里。2021年是岁月的步履踏出
的又一声脆响，祝愿我们都能用放大镜
放大快乐，用哈哈镜调侃悲伤，带着微
笑 ， 迎 着 朝 阳 ， 大 声 说 ：“Hello，
2021，欢迎你的到来！”

——郾城区实验小学 李淑菲
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温馨和谐，所有

的梦想都华丽绽放。我送给自己一个公
式，希望新的一年有新的收获：行动+
坚持不懈=2021年的好成绩。

——郾城区许洼小学 阮浩然
跨 入 2021 年 ， 这 是 一 条 新 的 跑

道，也许我会在这条跑道上跌倒，但我
要顽强地站起来，勇敢面对新的挑战。
我坚信，暴风骤雨后总会有一道美丽的
彩虹。

——郾城区第二实验小学 程星晨
2020年对我来说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就是成为一名少先队员。新的一年，让
我们一同拥抱美好的明天，做最好的自

己。
——召陵区万祥街小学 李思语

2020，我们共同经历磨难和考验，
携手并肩的路上，笑容总能给予我们支
持与美好希冀。2021，让我们继续并肩
前行！

——召陵区实验中学 赵珈萱
2020年已经过去，悲欢和成败都将

化作我人生中的一笔财富。新的一年，
我希望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希望敬爱的
老师平安快乐，希望同学们学习进步。
把一张张笑脸留给自己，新年快乐！

——郾城区向阳小学 黄晨轩
2020年，我学到了新知识，认识了

新朋友。最让我感到自豪的是成为一名
优秀的少先队员。新的一年，祝大家开
开心心、平平安安。

——召陵区实验小学 徐嘉晨
我的 2020 年有欢声和笑语，也有

忧愁和泪水。在成长的过程中不仅有成
功，也有挫折。展望新的一年，希望学
业更上一层楼，和同学们更加团结友
爱，把班集体建设得更好。

——源汇区许慎小学 张浩泽
同学们，让我们昂首挺胸，向2021

年挺进，超越自我，成就梦想！
——郾城区实验小学 邱晓琪

不平凡的 2020 年，每个人都经历
着各种考验，它不会随岁月流逝而消
失，反而长存于记忆中。愿新的一年我
们努力上进，不负心中热爱。待凛冬离
去、雪融草青，一定有新的相逢将温暖
延续！

——召陵区许慎中学 齐泽杨
岁月如风，稍纵即逝。让我们展望

未来，像牛儿一样踏实勤劳地做事、勇
敢无畏地前行。在前行的道路上，也许
会摔得鼻青脸肿，但从哪里摔倒就从哪
里爬起来。愿 2021 年所有的“小奔
牛”不负时光、奋发向上！

——郾城区实验小学 岳卓彤
2020 年我想对老师说声“谢谢”。

谢谢您教我阅读、写字、唱歌，教我跟
同学友好相处。妈妈说我长胖了，爸爸
说我长高了，奶奶夸我懂事了。听到这
些，您笑了。2021年，最开心的事就是
我已长大、您还未老！

——源汇区外国语小学 陈怡颖
摔倒过，才知道跋涉的艰辛；经历

磨难，才知道幸福的珍贵；有过痛苦，
才知道甘甜的滋味；曾经失去，才知道
得来不易。我不是跑在最前面的，但我
会永不言弃；我不是跑得最快的，但我
会持之以恒；学习如逆水行舟，不进则
退。

——源汇区双龙小学 徐子涵

过去的一年，在爱的包围下，我无
比幸福！新的一年，我要好好吃饭、多
多运动、快快长高，做老师和同学们的
小帮手，做爸爸妈妈的好宝贝！

——源汇区许慎小学 赵铭泽
祝所有漯河日报社的小记者们在新

的一年笑口常开、快乐永驻！新的一
年，让我们一起努力，超越自己。

——源汇区许慎小学 张怡柯
2020年，我最难忘的是老师让我们

寻找生活中的文明行为。作为少年儿
童，我要向不文明行为说“不”。

——漯河小学 田凯硕
新的一年里，希望所有小记者都能

积极参与活动。来吧，勇敢的小记者
们！让我们在活动中启迪思维、激发情
感，为生活添上精彩的一笔。

——召陵区翟庄中心小学 翟博晗
这里跳跃着我们的灵感，流淌着我

们的自信，飞扬着我们的文采。新的一
年，新的希望，希望 2021 年的小记者
活动更多更精彩。让我们舞出自己的风
采，唱响缤纷童年。

——召陵区翟庄中心小学 何泽涵
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突如其来

的疫情给我们的生活按下了“暂停
键”，但我们中国人从来不怕任何困
难。新的一年，希望所有人都健康平
安，希望生活越来越好！

——源汇区受降路小学 杨晓雯
我一直坚信唯有勤奋才能扬帆远

航。2020年向我们挥手作别，我们带着
梦想走进 2021 年。新的一年里，祝大
家快乐安康、幸福永相随！

——郾城区许洼小学 郭宇洋
2020 年，在家的时光令我记忆深

刻。在家我也能做到自己的事情自己
做，同时我还爱上了轮滑运动。2021
年，希望我们能够珍惜校园时光。祝老
师们身体健康！祝同学们开心快乐！

——源汇区外国语小学 王汇森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快乐把门敲、

喜庆身边绕、吉祥跟你跑、幸福对你
笑、健康来拥抱。Happy New Year！

——召陵区人民路小学 郭芊芊
同学们，2021年的红日已经升起，

有阳光照耀的地方就有我送出的祝福。
让我们一起用笔描绘美好未来，未来我
们将创造无限辉煌！

——源汇区实验小学 胡家硕
希望 2021 年自己学习上能进步，

尤其是希望自己的作文能够在《漯河日
报·小记者刊》多多刊发。为了实现这
个目标，我会不断练习写作，努力提升
写作水平。

——源汇区许慎小学 于瑾萱

2021 年，作为一名小记者，我希
望自己可以多接触社会，在采访中增
长见识、锻炼胆量，变得更自信。成
为一名优秀的“小记者”是我梦寐以
求的心愿，相信凭借自己的努力，我
一定会实现这个目标，请大家为我加
油吧！

——郾城区实验小学 张钧杰
在辞旧迎新的美好时刻，我要向爸

爸妈妈表示深深的谢意，向辛勤耕耘的
老师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向勤奋学习、
积极向上的全体同学致以美好的祝愿，
向为我们提供平台的小记者团的老师送
上新年的祝福：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
如意！

——召陵区实验中学 武家珺
新的一年里，祝愿孩子像涓涓细

流，叮咚唱歌；祝愿年轻人如滔滔江
河，张扬个性；祝愿中年人似深邃的湖
水，厚积薄发；祝愿老年人若浩瀚的大
海，从容闲适。

——召陵区人民路小学 李乐楠
2021 年踏着轻盈的脚步向我们走

来，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我要向细
心呵护我的家人、耐心教育我的老师
和真诚帮助我的同学们表示衷心的感
谢和真挚的祝福，祝大家在新的一年
里身体健康、工作愉快、万事如意！
过去的一年，我在学习上有所松懈，
成绩有所下降，为此，老师生气，父
母着急，我也很难过。当新年的阳光
普照大地，我要告别过去，开始新的
征程。我要以坚定的信心、强大的毅
力实现自己的梦想！

——郾城区实验小学 刘乐怡
临近期末，让我们努力复习，用优

异的成绩迎接春节的到来！我把最美好
的祝愿送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新年快
乐！

——召陵区许慎中学 吕辰熙
新年已经来临，你是否为自己种下

一颗种子，让它带着你的期望茁壮成
长？希望这颗种子能不怕风雨、坚强生
长。新年来临之际，祝愿每一位同学都
能更新自己的目标，不断突破、超越自
己。希望所有为理想而奋斗、拼搏的人
都能心想事成！

——郾城区向阳小学 李佳瑶
亲爱的同学们，在快乐的学习中，

我们一起送走了2020年。这一
年中，我们收获了许多，
但依然要端正学习态度，
在2021年里取得优异的成
绩！

———源汇区许慎小—源汇区许慎小
学学 彭雨欣彭雨欣

小记者新年寄语小记者新年寄语

小记者 大舞台

本报讯（记者 焦 靖） 2020
年12月31日，市图书馆开展的
以“阳光读书行”为主题的全民
阅读活动圆满收官。市图书馆是
漯河日报社小记者研学基地，活
动期间，小记者们积极参与，阅
读和写作能力得到提升。

据了解，在此次阅读活动
中，各个馆外活动网点建立的图
书角，为孩子们提供了便捷的学
习机会。小记者们积极参与“读
好书，我受益”读书交流会、汉
字听写大赛等活动，读了不少好
书，并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而中小学专项主题阅读活动更是
让小记者们受益匪浅，活动中小
记者们每天阅读时间不少于1个
小时，亲子阅读促进了学习型家
庭建设。

此外，“漯图文苑”大讲
堂、文化实践员进社区活动，给
家长们处理亲子关系提供了科学
的方式方法；“图书捐赠”兑换
电影票活动，使“小小图书漂
流”再掀高潮；“手拉手 阅读齐
步走”读书活动，把阅读活动拓
展至图书资源匮乏的乡村学校，
为农村孩子送去精神食粮。

市图书馆“阳光读书行”全民阅读活动

小记者参与热情高

■漯河北大附属实验学校三（3）班
胡沫同

夜深了，台灯还亮着；夜深了，水
壶还冒着热气；夜深了，她还坐在桌子
旁……夜深了，妈妈的身影仍穿梭在家
里的每个角落。

妈妈特别爱唠叨。我在花园里奔跑
时，她说：“小女孩要文静点。”我和妹
妹坐在地上玩乐高时，她说：“小孩子应
该多运动啊！”当我和小伙伴在楼下玩耍
时，她却说：“正是少年时，要多多读
书。”

稀里糊涂的她，帮我买错了书、报

错了班、记错了我放学的时间；手艺不
精的她，时不时刷新我对黑暗料理的想
象；爱打扮的她，被我撞见好多次在镜
子前悄悄试穿新买的连衣裙；立志减肥
的她，半夜无数次打开冰箱的门……

我的妈妈虽然有时不太靠谱，但是
这一次却让我流下了眼泪。

那一天，我复习完功课打开门，看
到昏暗的橘色灯光下一个熟悉的身影。
妈妈正在看我的课本，她一会儿眉头紧
锁，一会儿拿着彩笔勾画重点字词，一
会儿又快速地翻着手边的字典。妈妈的
专注感动了我。她时不时地用左手揉着
疲倦的双眼，转动几下僵硬的脖子。我
的眼睛湿润了。

不一会儿，门外传来敲门声。我打
开门，妈妈端着一杯热牛奶走进来，温
柔地抚摸着我的头说：“孩子，不要学得
太晚，喝杯牛奶，睡觉吧。”看着那杯热
气腾腾的牛奶，我的眼眶再一次湿润了。

这就是我的妈妈！虽然有些马虎，
但我依然深深爱着她；虽然偶尔不靠
谱，却是我成长最坚实的依靠。

辅导老师：杨晓静

“不靠谱”的妈妈

■漯河宇华实验学校五（2）班
范宇霏

我有一个心爱之物，它有尖尖的耳
朵、像玻璃球一样的眼睛、小小的嘴
巴。它的胸前还有一个圆圆的洞，里面
有好几根针和一些数字，后面有一层透
明的玻璃。朋友们，你们猜到它是什么
了吗？对，你们猜对了，它就是我的小
猫咪形状的闹钟。这个小闹钟虽然只有
巴掌大，但我很喜欢它。你想听听我和
它之间发生的故事吗？

这个小闹钟是妈妈在文具店给我买

的。记得那天，我和妈妈来到文具店，
妈妈对我说：“我给你买个小闹钟吧，好
叫你起床。”我高兴地说：“好哇，好
哇，太棒了！”于是，我来到小闹钟展架
前，哇，有好多可爱的小闹钟呢！有小
狗形状的，有小女孩形状的，有蘑菇形
状的……真可爱呀！可是我一眼就喜欢
上了这个小猫咪形状的闹钟，说：“你就
和我一起回家吧！”小闹钟仿佛听懂了，
点点头对我说：“好的，小主人。”于
是，我拿起小闹钟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从此，小闹钟就天天为我“效劳”。
忘了告诉你们，小闹钟里面还住着时针
爷爷、分针大叔和秒针小姐呢。秒针小
姐瘦瘦高高的，跑得最快。分针大叔走
得不快也不慢，秒针小姐走完一圈，他
才挪动一小格。时针爷爷走得最慢，可
能是年纪大了，走不快，分针大叔走完
一圈，时针爷爷才挪动一格。

这个小闹钟每天都陪伴着我，每当
听到它“嘀嗒嘀嗒”的声音，就会想起
它陪伴我度过的每一个早晨和夜晚。

小闹钟，你是我的好朋友，希望我
们能一直做朋友，好吗？

辅导老师：李君霖

心爱的闹钟

■郾城区向阳小学五（1）班
张诗雅

“下一个曲目是古筝表演
《战台风》，表演者张诗雅。”报
幕员话音一落，站在侧台的我缓
缓走到台中央走到台中央，，面向观众深深地面向观众深深地
鞠躬鞠躬，，从容地坐在古筝前从容地坐在古筝前，，轻抚轻抚
琴弦琴弦。。随着随着《《战台风战台风》》的背景音的背景音
乐响起乐响起，，我的手指开始在我的手指开始在2121根根
弦上跳舞弦上跳舞，，台下响起潮水般的掌台下响起潮水般的掌
声声，，把我的思绪把我的思绪拉回五年前……

那年我刚5岁多，一天妈妈
说要带我去一个神秘的地方。到
了地方一看，小朋友们穿着仙气
飘飘的衣裳，脸上画着精致的
妆，在台上表演。我和妈妈坐在
台下看，她们的表演都很精彩。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小女孩的
古筝表演，她的手指在琴弦上舞
动，清脆的长音散去，留下动听
的回声，真好听！

“喜欢吗？”妈妈问我。我用
力地点点头。于是，带着憧憬和
欢喜，我开始了学习古筝的艰辛
历程。

自从和古筝结缘，每天雷打

不动要练习 40分钟的基本功。
古筝的指法很多：托、挑、抹、
剔、勾、打等。当老师教“跪
指”时，就是用手指第二、三关
节面在琴弦上来回走动，说白了
就是肉在钢丝上来回磨。没多久
我的手指就起了水泡，红肿起
来，真疼呀！那时候小，受不了
苦，就不想学了，一个劲儿地
哭。这时妈妈走过来，抱着我，
用温柔的语气给我讲道理、鼓励
我，让我不能半途而废，要坚
持！

正深思间，我忽然听到有人
喊我的名字，思绪一下子被拉了
回来，原来是我的古筝老师，她
骄傲地向我竖起了大拇指：“诗
雅，你今天的演出很成功！”

看着老师和妈妈欣喜的眼
神，听着台下的掌声，我更加坚
定了学习古筝的决心。我知道学
习古筝的路很长，随着曲子难度
的增加，需要付出更多的心血和
汗水。不过我会一直努力，在追
求音乐的道路上坚定不移地前
行！ 辅导老师：孙晓丽

掌声响起来

展展小小 记记 者者 作作 品品

《消防演练》
郾城小学一（1）班 袁熙政 作

习作园地

■本报记者 张腾飞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间，

2020年已成记忆。回首这一年，点点滴
滴，心里留下的都是温暖和感动。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但我们
并没有因为居家防疫而中断联系。每一

天，漯河日报社小记者部都能收到小记
者们投来的稿件，听他们诉说在家的生
活经历；每一天，我们都通过多个网络
平台，为小记者们提供互动空间，被大
家的问候和祝福感动……

随着疫情防控取得明显成效，我们走
出家门，开展了“云游沙澧”活动，让久

居家中的小记者通过视频直播感

受沙澧大地的春意。
时至五月，我们终于再相聚。小记者

部精心筹备每一场活动，从场地选择到防
疫措施，再到活动流程，每个细节都不放
过，只为小记者们能够安全地参与活动。
而我们的努力也得到了小记者们以及家
长、老师的认可，每场活动参与人数都爆
满，证明大家对漯河日报社小记者部的信
任和肯定。

2020年下半年，漯河日报社小记者部
为小记者们提供了百余场活动，军事拓
展、下乡助农、名师讲座、田园采摘、国

学课堂、走进企业……小记者们

积极参与，把每次活动都当成一次历练，
有收获，有提高。更让人欣喜的是，漯河
日报社小记者团有一批新的力量加入，我
们的队伍又壮大了！

新的一年，一定会越来越美好。
在辞旧迎新的时刻，我们收到许

多小记者们的新年问候和祝福。聪明
可爱的小记者们，祝你们在新的一年
里健康快乐、天天向上；祝你们所有的
梦想都能实现，所有的努力都能开花
结果。

来看看小记者们的新年寄语，一起携
手走进美好的2021吧！

阳光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