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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活动

本周六，
和南国小记者一起阅读
小记者会员可免费参加
非小记者会员活动费 100 元/名
从小培养孩子良好的阅读习惯，会让孩
子受益终生。3 月 16 日上午，南国都市报小
记者俱乐部“小记者对话大作家”第二站活
动启动，将以书为媒介，以阅读为纽带，带领
孩子们前往海南海口新华书店（龙昆南路
店），与知名儿童文学作家邓西一起，徜徉在
阅读的海洋，共同分享读书心得。赶快报名
一起来参加高质量的阅读吧，小记者会员参
加此活动免费，非小记者会员的报名前十名
可参与此次活动，
需交 100 元活动费。
“语文高考最后要实现让 15%的人做不
完题！”不久前，
“部编本”语文教材总主编温
儒敏在北大举行的一场写作大赛启动仪式
上说出了这番话，着实让在场全国各地的语
文教师吓了一跳。自去年 9 月开始，全国小
学和初中统一使用“部编本”语文教材。温
儒敏透露，
“高考的阅读面也在悄悄变化，哲
学、历史、科技什么类型的内容都有。现在
阅读的要求远远高出了语文教学平时教的
那个水平”。也就是说，只看《读者》和四大
名著，只看所谓的课内教材，别说高考语文，
就连中考语文都将应付不来。
阅读对于孩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培

养孩子主动阅读的兴趣格外重要，如果孩子
从小就能坚持大量阅读，读足够的书，将帮
助孩子获取丰富的知识。
南国都市报小记者俱乐部“小记者对话
大作家”第二站活动本周启动，将邀请知名
儿童文学作家邓西和大家一起分享阅读。
“孩子的好习惯要从小培养，比如说孩子的
读书习惯。”邓西说，很多家长会在孩子上学
之后发现，孩子不喜欢读书，其实这是家长
从小没有给孩子培养好的阅读习惯。如果
在幼儿时期，家长就给孩子树立好的榜样，
培养好的阅读习惯，那么长大以后，他也会
成为一个爱读书的孩子。邓西希望通过此
次活动，激发小记者和读者对阅读的热情与
兴趣，
学会阅读一本书，
勇敢分享阅读心得。
南国都市报小记者会员参加活动免费，
非
小记者会员的报名前十名可参与此次活动，
需
交 100 元活动费。参与活动的小记者和小读
者，
需要带上自己喜欢的书或者想要跟邓西老
师分享的书，
届时与邓西老师一起阅读。
读书永远不晚，让我们与邓西老师相约
周六，
汲取知识的力量吧。
（田春宇）

活动内容
活动时间：3 月 16 日上午 9：30。
活动地点：海南海口新华书店（龙昆南路店）。
活动主题：阅读，让生命丰盈。

报名方式
1、
加入南国都市报小记者，
即可免费参加此次活动；
2、非小记者会员，活动费用 100 元/名。
扫描二维码可报名
咨询电话：18608932892 林老师，13707511098 陈
加入南国小记者。
老师，请在工作时间内拨打。
（广告）

相关链接
邓西，女，海南省作家协会理事，知名儿童文学作家。
在《安徽文学》
《星火》
《文学界》
《儿童文学》
《少年文艺》
《十月少年文学》
《读
友·少年文学》等杂志发表短篇小说、童话、散文、诗歌等上百篇；小说曾获 2015 年
《儿童文学》擂台赛之相约法兰克福大奖赛银奖；长篇小说《路过一棵开花的树》
2019 年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广告

沙发翻新
广告热线电话：66810111 66810582
海口区域：18976566883
海口办理点

本栏目与南国都市报数字报
ngdsb.hinews.cn 同步刊发
温馨提示：信息由大众发布，消
费者谨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东部区域：13976322100

经营站 65306703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站 68553522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琼山站 65881361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号

南部区域：18976011507

西部区域：13876071190

某物业公司现需招聘电工、保安等
若干人，包吃住，待遇面谈，联系电
话：13807670537，联系人：杨经理

有机肥料

白龙站 65379383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站 66110882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秀英站 68621176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海口地区发行站办理《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特区文摘》、《证券导报》、《法制时报》等报刊的征订、投递、零售和会议用报等业务，办理分类广告、夹页广告及其他业务。

寻人
启事

海南华侨中学刚退高级教师高
中数学专业辅导 13807684317
直对中高考

本栏目信息：35 元/行，每行 15 字

咨询 66810582
电话 66810111
低价格 高效率

招

聘

▲食品公司直接招工：
车间生产员工数名，
会
计一名，
年龄25-50岁，
工作地点澄迈县老城
区，
电话13807566956 林总

防水补漏
▲海口专业防水补漏
电话 13518824367

转让
▲文昌东阁 5.7 亩商住用地转让
15091991408 刘

便民信息

温馨提示：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出租
▲出租进口优质钢板桩及器械
联系人：陈先生 18208963666

法律咨询
▲法务(打官司)咨询与服务
13907575430

旧货废品回收
▲全岛回收旧货:空调、
厨.家具、
办公品、
二手设备、
废电缆、
上下铁床18789893936
▲全岛上门高价回收自有货车☆和谐旧货
商场18389792665
▲全岛回收空调、
家具等旧货
电话：
13322079095

招

租

家具油漆翻新

唐风釆增发

▲ 旧 家 具（油 漆）翻 新（长 期 有 效）
13907537590

▲适合：秃顶、稀少、斑秃、白发等男女性脱
发者。
手机18976237973同微信

▲金府海鲜美食广场招租（设备齐全）
海鲜、冰鲜、农贸、各类摊位、商铺、茶市、
宴会、大型餐饮场所，大排档，海鲜加工档
口。地址:海口市美兰区滨江西路 68 号。
13617544863，13078969883

园林绿化

注销咨询

搬 家

▲花卉出租 花木种植13322027316
草坪修剪 树木锯枝13322027316

▲公司注销 工商注册 资质证 食品证
贵州大厦 1208 室 13876002822

▲烘干有机肥，烘干纯鸡屎，鸡屎 100 元/
吨，
招工人，
求购一部叉车，
13976031369

装修防水

李闻达，见到信息
速回电话，家母有
事，有认识此人者 ▲室内外装修、防水、旧房改造、外墙清洗
请 转 告 ，谢 谢 ！ 拆装、钢结构等 18876699286
13876195757

桌椅，超市货架、
便宜 大酒店高档餐具、
厨具、冰箱、冰柜等物品出售。电
出售 话：13976695468 、13307624081

山东大学老师带你攻克英数物化生，
严 格 筛 选 ，重 点 辅 导!13687503268

▲专业翻新包厢卡座.软包.硬包床头.椅
子.沙发换皮换布 13807594989

▲永兴搬家公司电话：13976089860 专业
搬家，
公司，
家庭，
单位，
居民

家 政
▲家庭、开荒保洁、清洗地毯 、家电清洗
舒心保洁，预约服务电话：15203084478

▲真意达家政 保姆月嫂 照顾老人 开荒
保洁 68558857 国贸海德堡酒店 8 楼

二手房
▲精装两房送家具家电出售，
唐 18876746900

▲单价 12900 元，81 平方米（建筑面积）现
房出售，唐 15008069090

▲世贸附近精装2房仅85万；电梯3房仅售
112万，
期限至2020年止，
15338915557

货运搬 家
▲全岛货运搬家大小货车具全旧货
废品全收132157675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