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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

面

春暖花开，大地回春，正是

郊外踏青的好季节，但到哪儿去

玩呢？有没有让孩子深度体验的

项目，既能让大人放松，也能让

小孩有所收获，是一件让很多家

长迷茫的事情。

为培养全市未成年人的实践

能力、 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市

文明办、 市教育局联合成都商报，

将编撰 《宝贝去哪儿———成都市

校外社会实践基地版图》。该版图

将充分利用成都及周边地区特有

的人文、环境教育资源，为广大未

成年人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提供指

南。《成都市校外社会实践基地版

图》将分为爱国主义教育、传统文

化教育、热爱生命教育、遵纪守法

教育、科技创新教育、生态环保教

育、爱心服务教育、音乐美术教育

等八大类。

从第一批备选名单公布至今，

商报小记者一直在行动，前期调查

走访，收获了比“到此一游”更多

更有价值的东西。

调查社会实践基地

商报小记者带你游

■“脚有多大，穿多大的鞋子”，为孩子选择一所合适他的学校最重要。

■好平台并不一定造就高人才，一切都靠孩子自己。

■请家长们不要太热衷于择校， 不要把原本活泼可爱的孩子摆在各所重点中

学面前，让中学选择孩子未来的方向。请让孩子选择他的学校、他的人生……

清明节，我们一家人去青白江

凤凰湖玩，到了目的地，才发现来

玩的人很多，到处人山人海，差点

都找不到停车位。

一进大门，就看到一个很大的

湖， 湖的周围有很多的樱花树。树

上开满了很多粉红的樱花，像一团

团棉花糖，可美丽啦！树下还掉了

很多的花瓣，有几只蝴蝶在花瓣上

飞来飞去。 我就追着蝴蝶不停地

跑，还抓到了两只蝴蝶呢！

然后妈妈带我去坐船，我们坐

着船在湖里游玩，看到湖边有几只

黑天鹅在悠闲地散步。我就向黑天

鹅浇水逗它玩，它“嘎、嘎、嘎”地

叫了几声，理都不理我就走开了。

今天在凤凰湖， 我玩得真开

心，也玩得很累。

受访社会实践基地：成都海

昌极地海洋世界

(★★★)

地址：华阳街道天府大道

南段

2039

号

调查人：商报小记者余溢涵

龙泉实验小学三年级（

10

）班

门票：

130

元

是否对未成年人优惠：有

（

√

）

优惠多少：

1.2～1.5

米小

孩

70

元

/

张；

1.2

米以下免票

是否有固定开放时间：有

（

√ 9

：

00～18

：

00

）

受调查社会实践基地可

以提供给未成年人的活动内

容 ：参观海洋动物 、海洋动物

表演、游乐场

是否有专业人士提供讲

解服务等：有（

√

） 没有（ ）

我们的建议：吃饭的餐厅

较少， 门票可以再降一点，互

动活动再多一点。

成都商报记者 杜玉飞

小升初 孩子们有话要说

彷徨，迷茫，还是焦虑？

又到了小升初的季节， 这是很多

家长最纠结的时候。对于高考，我们大

可“牵肠挂肚不如默默关注”，因为孩

子们都有了自我选择的能力。然而，小

升初不一样，孩子们懵懵懂懂，有了一

定的主见，却又不能自主选择，读哪个

学校自然成了家长们最揪心的事。

近日， 成都商报小记者第二拨招募

考试在棠外举行， 我们根据当下最热的

词汇， 分别出了两个题目：“小升初”和

“减负”。作为过来人，准小记者们的视

角和观点， 也许能为六年级学生和家长

提供借鉴，或者触发一些思考。

本期， 我们就选登了几篇初中学

生的考试作文， 看看他们是怎样看待

“小升初”的吧。

席慕容有一句话：“这是我们仅有的一生，

实在经不起任何的试验和错误。” 或许在作者

的文章中，只是为了渲染一种氛围，而实际上，

许多家长为了让孩子在人生道路上不出现任

何差错，早早地就开始准备了。

小升初一直是家长担心的事情，找后门托

关系找好学校的不在少数。往年，在小升初时

节，在一些好的中学门口，堵得水泄不通，许多

家长甚至带着小板凳、干粮、被褥通宵守候。孩

子也是不能闲着，先不说周末的补习班，就连

放学后也要参加小升初火箭班。

也许你认为家长太过于小题大做， 但是，

大多数家长总这么想：初中不选择好，将来就

不能读一个好高中；高中不好，就不能升入好

大学，以后怎么办啊？

是的，择校固然重要，但孩子们的选择难

道就不重要了吗？ 家长们不要认为孩子太小，

什么都不懂。 请家长们不要太热衷于择校，不

要把原本活泼可爱的孩子摆在各所重点中学

面前，让中学选择孩子未来的方向。请让孩子

选择他的学校、他的人生，请记住，是我们在择

校，不是学校在选我们！

你择校？校择你？

八年级（

15

）班 田清萤

小记者调查

小记者体验

《凤凰湖游记》

商报小记者 潘馨怡 人北小学华侨城校区一（

1

）班

商报小记者第二阶段集中招募考试，将在本周六上午举行。考试将按

照以前的方式，低年级（

1~3

年级）采取看图说新闻的方式，中高年级（

3~8

年级）采取笔试，即看图写新闻的方式。

作为成都商报成立

20

周年回馈社会之举，商报小记者俱乐部旨在培

养参与者过人的胆识、独立思考的能力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招募对象

包括全市

1~8

年级学生；录取人数超过

50

人的学校，成都商报将在该校建

立小记者站。详情请登录成都商报小记者网站

www.cdsbxjz.com

了解。、

联系电话：

028-86511922

潘馨怡小记者在调查

好平台不一定造就高人才

八年级（

16

）班 贺泽昕

爱迪生曾说过，一个人的成功，是

99%的汗水加上1%的天赋。 但如今，许

多家长一心想帮孩子寻找一个更高更

好的平台，而忽略了孩子的感受。来自

社会过大的压力，家长的催促，甚至可

能导致厌学情绪的产生。

进入一个好的学校， 出来就一定

能发光发热吗？当然不是，家长望子成

龙望女成凤的前提条件， 是建立在孩

子自身努力的基础上， 并不是物质条

件所能包装出来的。

所以， 好平台并不一定造就高人

才，一切都靠孩子自己。

从旁观者看如何择校

八年级（

7

）班 杨粤莲

望子成龙是每个父母的期望， 因为

对学校的选择非常慎重， 许多父母在面

对子女小升初的择校问题上都手忙脚

乱，在各种知名度高、升学率高、师资强

或者环境好的学校间徘徊。 那到底该如

何为孩子选择一所好的中学呢？ 现从一

个旁观者以及过来人的角度来谈谈。

首先是环境。俗话说，环境可以影响

人的性格，当然，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不

但影响孩子的成绩，也影响孩子的性格。

应选择远离城市喧嚣的学校，当然，也可

以让孩子选择寄宿制的学校， 培养孩子

的独立意识和自律品质。

一个学校的升学率也是很重要的，

升学率高可以说明师资力量雄厚，教学

水平高， 当然您孩子的成绩也不能太

差。合适与否非常重要，如果孩子的学

习能力不强，对知识吸收慢，最好不要

送进一些学习压力特别大的学校，对学

习要求高效的学校，孩子反而可能吃不

消， 还可能学习兴趣逐渐失去。 所以，

“脚有多大，穿多大的鞋子”，为孩子选

择一所合适他的学校最重要。

最后，还是要看孩子的意见。如果孩

子已经有打算好的学校， 那么最好尊重

他的选择， 硬要逼孩子入读他不喜欢的

学校，有可能适得其反。

2013

年

5

月，小升初家长等待考试出来的孩子 成都商报摄影记者 陶轲

学费永远不是问题

七年级（

6

）班 邓宁珏

“一个好的学校，造就孩子的一生。”这是很

多家长一致的观点。在孩子的学业方面，无论花多

少钱，也不会可惜。

一个好的学校， 有三个方面： 雄厚的师资力

量；曾有众多莘莘学子为这所学校带来过荣誉；一

个好的学习环境。一旦被录取，学费也许永远不是

问题。

每年五月，小升初可谓大热，许多学校那几天

校门永远挤着一大堆家长， 经常私家车会排得离

学校几百米。而车旁，则是一对又一对的母子，拎

着一个袋子，朝学校狂奔。有人开玩笑说，如果用

卫星云图俯瞰，将会是一群不明物体，一会儿移动

到这儿，一会儿移动到那里。

早在三四月，报名就已经掀起热潮，许多家长

会给孩子报三到四所民办学校， 并且都会是那个

地方最好的几所。上一年高考下来，省第一名、市

第一名如果出现在哪所学校， 下一年它的招生必

定更火。许多外地家长，早在前几个月，就把孩子

送到相关的培训机构， 最流行的要最后一周的封

闭训练。不知道今年，又会是怎样一个情景？

（以上部分作文为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