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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长大大我我要要做做一一名名真真正正的的记记者者””
寓教于乐，本报写作采风活动小记者们玩嗨了

跟名记学采访技巧

晚报小记者 袭昊霖

7月4日，我期盼已久的齐鲁晚
报小记者第二次活动又开始了！

这次活动的举办地点是厚苑生
态园，由齐鲁晚报济南新闻中心副
主编、编辑室主任孟秀玲老师给我
们讲写作课!由于我们是新手上路，
孟老师也没给我们讲太深太专业的
内容，只给我们讲了采访别人的技
巧、制作一份报纸的流程等。

听到老师的讲解，我才知道制
作一份报纸有多难，我一定要珍惜
记者和印刷厂的叔叔阿姨们的劳动
成果，我也一定要努力学习，成为一
名合格的小记者。

当天我们不但有好吃的，还有
好玩的地方——— 儿童乐园和游泳
池。儿童乐园里有蹦床、滑梯、充气
城堡水上乐园等。

游泳池有儿童区。我看着那清
澈见底的池水，迫不及待地套上泳
圈，一头扎进水里，开始游泳了。我
在游泳池里一呆就是4个半小时，学
会了蛙泳、狗刨。

我不光学到了很多知识，玩得
也很尽兴！

保护环境小事做起

晚报小记者 刘佳秋

7月4日，我们齐鲁晚报章丘小
记者，来到了厚苑生态园。这里环境
优美，景色宜人，不仅栽种着许多瓜
果蔬菜，而且还饲养着孔雀、鸵鸟等
动物。里面还有戏水乐园和一个让
人可以尽情玩耍的大泳池，是个度
假游玩的好地方。可听说以前这里
并没有这么好。

听在里面种丝瓜的奶奶说，她
家就在门口，这个生态园的老板姓
高，以前是挖煤矿的，附近的居民们
也大多以挖煤、种田为生。以前的环
境很差，附近还盖有工厂，常有浓烟
从大烟囱里跑出。自从这里拆迁后，
这个煤老板就下定决心要建一个生
态园改善这里的环境。这生态园现
所处的这块地以前是一块荒地，现
在已经变得景色宜人。工厂大多也
已经搬迁，附近的居民大多都在生
态园里工作，每天都有不错的收入。
这可都是高老板的功劳啊！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不一定非
得像高老板一样做出惊天动地的大
事。例如：节假日到山上多种几棵小
树，看到垃圾主动捡起，这都是日常
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可不一定都能
做到。我希望大家不要光说“保护环
境，人人有责”，而是用自己的行动
做出来，把这句话放在心上。

本报7月9日讯（记者 石
剑芳） 7月4日，本报举办了
2015年度小记者第二期写作
采风培训课。40名小记者在厚
苑生态园一起学习了如何做
一名小记者，同时还领略了厚
苑生态园的美丽风景。

此次活动邀请了齐鲁晚
报济南新闻中心副主编、编辑
室主任孟秀玲，带领小记者们
在学习如何做一名小记者的
同时，领略采风写作的轻松。

经过一番游玩后，小记者
课堂正式开讲。孟秀玲老师一
开始就给小记者们抛出一个问
题，“作为一名记者要会问问题，
那么在座的小记者们相互提问
一个问题吧。”小记者们立即活
跃起来了，“你是哪个学校的？”

“你叫什么名字啊？”“你觉得这
个院子漂亮吗？”“你喜欢做小记
者吗？”……

孟老师就孩子们提出的
问题进行分析，作为一个小记
者在提问题时要抓住重点，要
围绕需要采访的内容列出问
题，然后逐一寻找答案。小记
者们同时要注意观察被访者
的动作表情，越是细微的东西
越能吸引读者的眼球。每个问
题都有了答案后，文章就基本
成型了，最后总结采访内容，
组织语言成稿。孟老师还提醒
小记者们在生活中留心观察，
一点小事采访完整就可能是

一个大新闻，每个人都有做记
者的潜质。小记者们听得津津
有味,时不时还拿起手中的笔
记录着采访要点，课堂气氛十
分活跃。

培训结束后，小记者们就
来到厚苑生态园里，根据老师
的讲课重点进行实地采风。走
在开满鲜花的林荫树间，小记
者们被孔雀开屏、鸵鸟吃食、
遍地红花、清凉泳池吸引住
了。“妈妈，我回家可以写一篇
作文了，题目就叫《厚苑一日
游》。把那鲜艳的花儿、清清的
水、蓝蓝的天和那一群活跃的
小伙伴都写进文章里。长大后
我要做一名真正的大记者，实
现我现在的梦想。”刚学到如
何采访的刘宗梅小记者，一回
到院子就要小试身手。

“这次活动让我们小记者
增进了了解，其他人叫什么名
字，在哪个学校我都能记得
住。”活动结束时，还有几位小
朋友相互约定下一次小记者
活动再聚。

采风培训活动中，很多家长
都全程陪同。家长们纷纷表示,
活动不仅让孩子学到了学校里
学不到的东西,也增进了家长和
孩子之间的感情。他们很支持孩
子参加这样的活动，不只是因为
小记者活动可以让孩子学到更
多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可以让孩
子学会待人接物和与人交流。 老师，这是我列的采访提纲，您给指导一下。

本报7月9日讯（记者 石剑
芳） 每一种花都在绽放自己的
美，各领一方风骚。传说如果你
的家周围开满了紫薇花，紫薇仙
子将会眷顾你，给你一生一世的
幸福。有这么一个地方，它占地
400余亩，其中有200余亩开遍了
火红的紫薇花，古人曾言“紫薇
花开百日红，轻抚枝干全树动”。
跟随小编的脚步，一起到厚苑生
态园来赏花吧。

位于城东工业园东昌大道
东首路北的厚苑生态园，20余万
株紫薇花开正艳。在我国民间有
一个关于紫薇花来历的传说，在
远古时代，有一种凶恶的野兽名
叫年，它伤害人畜无数，于是紫

微星下凡，将它锁进深山，一年
只准它出山一次。为了监管年，
紫微星便化作紫薇花留在人间，
给人间带来平安和美丽。因此紫
薇花花语是交好运、善雄辩、热
爱和平。

走进苗圃，颜色火红的紫薇
花映入眼帘，随着轻风摆动还能
闻到淡淡花香。记者看到，紫薇
树树姿优美，树干光滑洁净，花
色艳丽。据悉，紫薇树开花时正
当夏秋少花季节，花期极长，从7
月初开始开花，花期长达4个月，
盛开时间超过百日之久，故有

“百日红”之称。当你用手轻轻抚
摸它的树皮时，树的顶端枝梢马
上会左右摆动甚至摇动起来，好

像身痒难忍似的，所以人们还将
它称为“痒痒树”。紫薇花，避开
了百花争艳的春天，选择在夏秋
之际开花。用它的优美树姿和鲜
艳的花朵吸引着一批批游客前
来观赏。

厚苑生态园吸引人的不仅
只有花，如果你来还可以到 8D
影院同时体验风雨雷电、多人互
动对抗的场景；你也可以到厚
苑泳池畅游，在炎炎夏日尽享
清凉；最吸引人的当数院子里
的饭店煎饼卷大葱了，坐在环
绿绕水的小方桌前，吃着特色
的煎饼卷大葱，怀念着简朴的
年代。

据厚苑生态园相关负责人

介绍，7月6日中探联山东理事会
成立大会在该院举行，同时为章
丘翔翼拓展厚苑基地授牌为山
东培训基地，联盟理事长花雕为
该基地授牌。目前，章丘翔翼拓
展厚苑基地正在招募拓展训练
学员。

该院负责人还表示，园区内
的紫薇花成苗和绿化成苗已开
始面向社会各界预售，咨询电话
18663750238。同时，7月份厚苑
生态园将组织一场盛大紫薇观
赏节，届时鲜花、美景、美食等你
来约。

紫紫薇薇花花开开醉醉游游人人，，约约么么？？
厚苑邀你赏花游泳品美食

象棋公开赛明日举行

第一名奖金300元

为了给小记者提供一个
展示自我的平台,本报推出小
记者文章摄影专栏，文章和摄
影 作 品 可 以 发 送 到 邮 箱
qlwbjrzq@163 .com中，我们会
择优进行选登。

应广大家长要求,本报小
记者团继续招募。小记者团旨
在帮助孩子们提高综合素质,
增强语言表达和社会交往能
力。现在小记者队伍已有 30
人,您是否想让孩子也参加这
个队伍呢?我们期待您孩子的
加入。

您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

式联系我们。邮箱qlwbjrzq@
1 6 3 . c o m 、办 公 电 话
83322899、手机13864006792,
也可通过齐鲁晚报今日章丘
新浪或腾讯官微、齐鲁晚报今
日章丘微信报名。报名并缴纳
200元报名费的小记者,可以
获得价值180元全年《齐鲁晚
报》一份,报名地址:明水经济
开发区管委会保障楼410室。

共同的责任、共同的目
标、共同的愿望将我们紧紧相
连。愿齐鲁晚报《今日章丘》能
够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贡献
一分力量!

你也能成为本报小记者

不光玩得高兴，还学到了很多知识。

本报7月9日讯 由章丘
市象棋协会主办的2015年“尚
上园”杯章丘市象棋公开赛，
将于11日(本周六)在尚上园
酒店举行。象棋爱好者们，快
来对战吧！

据了解，本次象棋公开赛
为个人赛，为期一天，执行

《2011年中国象棋竞赛规则》，
采用电脑积分编排，共赛七
轮，限着采用40回合数步。每
局将限定时间15分钟。

喜爱象棋的朋友们，可以
在11日8时30分之前，到尚上
园酒店(明水银座 北侧)2楼
会议室进行现场报名，或通过

电话及短信报名。参赛选手每
人只需缴纳报名费30元，便可
角逐奖金。比赛将对获得前12
名的选手进行奖励，其中第一
名将获奖金300元。

比赛联系电话：卢老师
1 5 0 9 8 7 5 5 3 5 8 ，宋 老 师
158631342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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