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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团 T3

2017年度 石狮日报十佳小记者诞生啦
“十佳小记者”“优秀小记者”是石狮日报小记者团
成员的优秀代表，充分展现了本报小记者的风采，集中
反映了小记者勤奋学习、勇于实践、全面发展的良好精
神面貌。
经过三天的网络投票评选，2017年度石狮日报小
记者团“十佳小记者”“ 优秀小记者”网络票选共收到
60197张投票，石狮日报小记者团在此基础上，以日常
活动活跃度、团队纪律、写作作文、现场模拟采访、人气
投票等进行综合评选，终于在在千名小记者中评选出
“十佳小记者”
“优秀小记者”，现公布名单。

石狮日报小记者团
“十佳小记者”名单

傲骨梅无仰面花

朔风吹寒冰做垒，梅花之上春如海。清香
散作天下春，草木无明藉光彩……凡桃俗李争
芬芳，只有老梅心自常。贞姿灿灿眩冰玉，正
色凛凛欺风霜……
我自迎寒冷深处长，暗香记叙了我的经
历。冰雪覆盖了我的身躯，寒风使我身体摇
曳。“好冷呀，我想退缩。”而妈妈说，我们梅是
坚定的，迎风斗寒的。
“梅，今生迎寒处长，不惧冰霜”……老家
的梅，是否开出了它那独自飘香的花朵儿。
我抬起头，望向寒风萧萧的天空，心里淡然忧
伤，梅活了十年，而爷爷去世了七年，那梅承
受了太多往事。当我嬉戏于那梅花树旁，望
着随风飘扬朵朵梅花花瓣，那暗香扑鼻而
来。为什么雪花覆盖它，它还是迎风傲骨的
茂盛？我不由自主地说出来。爷爷听见了
说：“梅，是高傲不屈，有骨气，迎风斗寒，淡雅
清香。我希望我家的孙女有梅的品质，梅的
精神。”我便傻傻地笑。那一年，便是爷爷走
的那一年。爷爷临死时，把手举起来，指向屋
外的梅花，我便懂得爷爷的意思，泪水一下子
涌了出来。
爷爷，我今生铭记，我要像梅一样，高傲不
屈，迎风斗寒。那一年，梅花依旧挺拔它的身
躯。
翠华影转宜春苑，苑上红梅一夜开……和
羹风姿谁能解？个个花开耐岁寒……
（石狮市实验中学附属小学 小记者王液
液 指导老师：田美森）

我是小记者
纪一凡
（石狮市第二实验小学）

王培旭
（石狮市第二实验小学）

蔡瀚铭
（石狮市实验中学附属小学）

郭 奕
（石狮市五星小学）

骆雍涵
（石狮市第三实验小学）

何昕睿
（石狮市实验中学附属小学）

纪鸿钢
（石狮市第二实验小学）

吴昀含
（石狮市实验中学附属小学）

陈青玫
（石狮市长福小学）

许芯怡
（石狮市华锦小学）

小记者活动好处多：
桂林之行学会独立，
亲近自然感受生活，
丰富课余增长阅历。
乐游武夷结交朋友，
互帮互助共同进步，
锻炼胆量增强能力。
乡村采风农场体验，
亲子活动游学励志，
提升自己全面发展。
（第二实验小学 小记者纪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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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宇津（石狮市实验小学）
蔡舒悦（石狮市实验小学）
李思瑶（石狮市实验小学）
蔡诗妍（石狮市实验小学）
王钰琦（石狮市实验小学）
庄子颜（石狮市实验小学）
艾浚淇（石狮市实验小学）
颜馨瑜（石狮市第二实验小学）
洪信仪（石狮市第二实验小学）
庄瀚霖（石狮市第三实验小学）
吴钧泓（石狮市第三实验小学）
李欣阳（石狮市第三实验小学）
王子桓（石狮市第三实验小学）
郑滟滢（石狮市实验中学附属小学）
王伟权（石狮市实验中学附属小学）
何雅诗（石狮市五星小学）
李钰婷（石狮市五星小学）
林杨楷（石狮市五星小学）
严诗褀（石狮市五星小学）
钟泽鸿（石狮市五星小学）
黄廉楷（石狮市桃源小学）
张柏勋（石狮市桃源小学）
刘 昊（石狮市桃源小学）
黄璟懿（石狮市桃源小学）
王培圣（石狮市桃源小学）
曾俊泽（石狮市古洋小学）
蔡诗淇（石狮市古洋小学）
连语轩（石狮市古洋小学）
谭正浩（石狮市古洋小学）
潘宇翔（石狮市古洋小学）
马子涵（石狮市宽仁小学）
沈语恩（石狮市宽仁小学）
颜语晨（石狮市宽仁小学）
王经伦（石狮市宽仁小学）
姜慧雯（石狮市宽仁小学）
郑哲恩（石狮市长福小学）
洪怡桦（石狮市长福小学）
洪凯悦（石狮市长福小学）
朱雪铃（石狮市长福小学）
蔡丰慧（石狮市第五实验小学）
肖 婧（石狮市新湖中心小学）
王雅雯（石狮市新湖中心小学）

小记者心路
一路有你
我成为小记者已经一年了，从
当初的茫然，渐渐的也就成熟了不
少，可我还有好多没有学到，好多未
尽的愿望！
想当初，当我们面对着校标，
面对着全校同学整齐地站在台上
的时候，我们是骄傲的、是自豪
的。从成为小记者的那一刻起，全
校56名小记者都怀揣着一个同样
的梦想，目的也是相同的，那就是
承担起一个小记者的责任。这一
天成为我一年之中最开心最幸福
的一个重大纪念日，而同时那颗名
叫“梦想”的种子正在我心中悄悄
地发芽！
自从参加了小记者团之后，我
整个人就跟脱胎换骨似的，不再那

么自卑。有一天，我一进门就发现
了桌上那份“格格不入”的报纸，
“诶？我们家可是从来不订报纸
的，那这到底是哪来的呀？”按捺不
住好奇心的我，展开了那份报纸，
看了半天，最终目光定格在一篇文
章上，这篇文章不管是题目还是内
容，都跟我以前写的那篇一模一
样，我心里就疑惑了：“怎么可能那
么巧？”于是我继续往下看，直到看
到了文章最末尾那几个让我感觉
像是在做梦一样的铅字——“五星
小学 郭奕”，我揉了揉眼睛，确定
不是在做梦之后，我一蹦三尺高，
这也太突然了吧，简直不敢相信，
这是我第一次有想抱着报纸睡觉
的冲动。

自从那次“中奖”之后我便不再
沉默，开始踊跃投稿，开始参加各种
各样的活动，每一次都将这些美好
时刻记录下来。“功夫不负有心人”，
我的努力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在好
几期报纸上都有我的名字，于是我
越来越开朗，在好多活动中能主动
与陌生人交流，与不认识的同伴分
享旅途中各种好玩的人与事，在世
界各地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不可
磨灭的身影，和永远回响在大自然
里的欢声笑语。
能有幸成为小记者我感到非常
的满足，在这一年中我尝到了人间
至味，尝到了酸甜苦辣，感谢小记者
站，一路有你！
（石狮市五星小学 小记者郭奕）

与你结缘
有些事物过了很久,人们还铭
记在心头。尽管历史的书页，翻过
了几多春秋，但记忆依然清晰。不
光是因为事物本身，像一团燃烧的
火球，让人热血沸腾；更像一坛陈年
老酒，几多品尝，更加回味悠悠。
你的精神,使我铭记。第一时
间坚守在岗位上，再大风再大雨，你
都还是坚守在岗位上。

报名小记者，是我向往的。每
当看见记者在采访知名人物时，我
看着看着，就觉得自己也想去采
访。终于有这个机会，石狮日报来
到学校啦，我终于成为一名小记者
了。上小记者课，使我明白，记者是
一个高尚的职业，也让我的作文开
始写好了。
小记者的活动，与生活融合在

一起，让生活充满了乐趣，让我们得
到的益处多多；活动也充满了刺激
性，引诱了我们的好奇心，更给我们
的生活添加了更多的纯真笑容和笑
声。
是你使我们发现了生活中的乐
趣，与你结缘,是我最大的福分。
（石狮市实验中学附属小学 小
记者王液液）

我的小记者成长路
我是石狮市长福小学四年2班
的陈青玫，于2017年加入石狮日报
小记者团。在这一年的小记者生涯
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暑假8月19
日的那堂小记者采访礼仪课和参加
小记者团慰问孤寡老人、关爱孤残
儿童的社会实践活动。
在那堂礼仪课中，老师先向我们
介绍了礼仪在采访中的重要性：“新
闻记者的职业决定了要与各行各业
的人打交道，在采访活动中，记者的
良好形象易于被受访者接受，并对记
者产生良好的第一印象，从而自愿建

立与记者的合作。”课堂上老师还说
道：“小记者要保持头脑活跃，要善于
思考。而灵感源自生活，各位小记者
要用心体会、观察生活，及时记录平
时所感所想。”老师精彩而又不失幽
默的讲座引发了现场小记者们的阵
阵笑声，也让我们受益颇多。
而在那次慰问孤寡老人、关爱
孤残儿童的社会实践活动中，让我
知道了在生活中，还有很多这样那
样的孤寡老人和孤残儿童需要我们
去关爱、去奉献！通过这次活动，增
强了小记者们的社会责任感，让我

们了解社会、接触社会，为感恩社会
打下了基石。同时也希望通过这次
活动能号召更多的人关注社会上的
弱势群体。
成为小记者后的一年来，我积
极参加小记者团的活动和投稿，不
仅提高了自己的写作水平，而且开
阔了视野，同时也使我认识到：“小
记者不仅仅是一个荣誉称号，更代
表了承载的责任。今后我要更加严
格要求自己，多阅读、多沟通、多交
流、多写作。”
（石狮市长福小学 小记者陈青玫）

我的小记者梦
我，是一个有着记者梦的女孩，
虽相貌平平，也没什么才华，却抱着
自己的记者梦写好每一篇作文。
有 时 ，我 很 喜 欢 安 静 的 世
界，自己安静地看看书、听听歌;
有时，我很喜欢热闹的世界，和
朋 友 们 一 起 玩 闹 ，一 起 谈 天 说
地。这就是我，有时安静有时活
泼的我。
我很爱笑，也喜欢交朋友，我会
幽默风趣地和朋友分享我的快乐。

这就是我，性格开朗、直率、幽默的
我。
当考试不如意时，我不会沮丧，
我会找出自己错误的地方，我不会
让自己在同一个地方一而再再而三
地犯错;当别的同学成绩追上我时，
我会憋着一股劲努力学习；当我有
不懂的问题时，我会自己思考、实
验，也会向他人请教，不达目的不罢
休。这就是我，积极进取、不甘落
后、勇于探究、盘根问底的我。

我对未来拥有美好的憧憬：当
一位记者。我知道光有美好的理想
是不行的，所以我现在会好好学习，
努力学好技术，为未来打下基础。
这就是我，拥有理想并努力追寻的
我。
这就是我，一个不出众却热爱
写作，有着记者梦的我——吴昀
含。
（实中附小 小记者吴昀含 指
导老师 谢丽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