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当“城管小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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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10日，在这
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我们安
家中心小学六年级小记者与
安家街区城管开展了一项体
验活动。在老师的带领下，我
们步行来到安家菜市场。头戴
小记者帽，身穿小记者马甲，
手握宣传单的我们分外显眼。

分好组后，我们这组跟着
城管向菜市场进发。今天和平
常比似乎特别反常，平常一贯
守规矩的摊位今天居然在道
路上摆起了新摊。其中一位城
管伯伯瞧见了，锁起了眉头，上
前询问起正在摆摊的百货店老
板娘是什么情况。一番询问后，
终于明白了，原来是快过年了

的缘故，她也是今天才刚摆出
来。城管伯伯跟老板娘讲明后，
又递给她一张宣传单。老板娘
浏览后，点了点头，配合地收起
了摊位，并向城管致谢，看来也
并不难嘛，我心想。

看到了城管伯伯的示范
后，也该轮到我们试试啦。穿
越菜市场后，没想到第一个打
头阵的居然是我。本来还自信
满满的我忽然觉得害怕起来，
过了好一会儿才“挪”到了面
粉店老板旁，小声地问:“爷
爷，请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处理
垃圾的？”“嗯，我们先把垃圾
全部装进袋子里，然后在等垃
圾车把垃圾拿走。”爷爷倒是

很豪爽。听完他的话，我舒了
一口气：其实不像想象中的那
么可怕啊。我鼓起勇气递给爷
爷一张传单，并大胆的说：“爷
爷，这个传单给您，这是提示
我们遵纪守法的传单，您看一
下。”哈哈，没想到我居然完成
了任务！

接下来，小记者们一个个
的轮流采访，发传单，活动进
行的十分顺利，虽然我们个个
都满头大汗，累得气喘吁吁但
我们更多的是快乐！由此，我
对城管也多了几分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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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邵雨婷

指导老师 季亚芬

寒假刚刚来临，我们学校
的小记者们就个个当上了“城
管小卫士”，体验了城管叔叔
们的工作，为宣传市镇的文明
卫生出一份力。

在前往菜场的途中，城管
伯伯就发现了一个摆摊不规
范的摊位，向我们指出了这
种现象造成的后果，我们听
了频频点头。于是，排在队伍
第一个的志愿者同学自告奋
勇地上前对摊主阿姨有礼貌
地进行劝说宣传，并给她发
了宣传手册。这位摊主阿姨
不好意思地点着头，并立刻
把摆到路上的物品搬回了屋
里。真是首战告捷啊！我们都
满怀成功的喜悦往前走，到
了菜场的门口，城管伯伯又
发现了一个炒货摊略有不规
范，这位摊主十分诚恳，我们

的小志愿者刚把宣传手册发
到他手中，他便红着脸整理
好了自己摊位上的物品。我
们一边走，一边听城管伯伯
讲解，发现我们镇上好多经
商的人们都能够做到文明经
商，规范有序。我不由得想，
这样的文明有序一方面是城
管伯伯们努力做好工作的结
果，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人们
文明素质的逐步提高。

为了能够了解人们对城
镇建设的需求，我们又来到不
同的店铺，进行了咨询和调
查。这回，轮到我出马了，我还
真是既激动又紧张。在老师的
鼓励下，我大大方方地来到了
商店内，有礼貌地向阿姨问
好，仔细地询问了阿姨对城镇
建设和管理的满意度，阿姨认
认真真地进行了回答，从她的

回答中，我感受到了她对当前
的城镇建设和管理十分满意。
同时，她也提出了一个小小的
建议，希望能够对路灯开放的
时间进行合理的设置。我把阿
姨的建议详细地进行了记录，
还和阿姨一起完成了调查问
卷。阿姨对我们小志愿者的宣
传活动表示支持和赞扬。走出
店门，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高兴地自言自语：“耶，我成功
啦！”

就这样，我们一会儿向路
人发宣传手册，一会儿向路人
进行讲解。瞧，一群上街的老
奶奶也听了下来，认真地听我
们在宣传呢。看来我们的这次
宣传活动还真是发挥了不小
的作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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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丁懿

指导老师 王留荣

寒假伊始，我这名小小记
者参加了一个志愿者体验活
动———宣传携手护环境，也体
验着做了一把小城管。

我们分为三小队，作为第
一小队的我们在城管叔叔和
志愿者叔叔以及记者姐姐的
带领下，来到了安家菜市场，
现在正直春节期间，菜市场内
外的地摊多得数不胜数。

城管叔叔带我们来到一
个地摊旁，向我们说明一些问

题，便让我们去与摊主说明，
并派发一张携手护环境的宣
传单，有我们的“突击队员”邵
雨婷打头阵。只见她向摊主说
明一些问题，并让摊主急时地
纠正。
要轮到我了，我心乱如麻.

心里忐忑不安，生怕自己会说
错话，会丢脸，再加上还有记
者拍摄，我的心里更加是紧
张，我鼓足了勇气，根据城管
叔叔的解说，向那位摊主诉说

了他的不对 。我原以为完事
了，采访完了。但是记者姐姐
却说我的声音太小了，根本听
不见，让我再说一次，这让我
十分尴尬，我只好提高嗓门对
摊主说：“叔叔，我是安家小学
的小记者，你在这里摆摊影响
了交通，不过现在正值春节，
您在这里摆摊我们还可理解。
但是在平时您是不可以这样
的。”说完我将一张携手护环
境的宣传单给那位摊主。“我
也是只在这个时候在外摆摊，
平时我不会这样的。”听完摊
主的话后我顿时觉得如释重
负。

不知过了多久，记者姐姐
就去采访其他小队了，我那颗
悬了好久的心终于放下来了。
我们也开始大胆的向店主说
明问题并宣传发放我们携手
护环境的宣传单，让他们和我
们一起保护环境。

这次城管体验记改变了
我，让我渐渐变的勇敢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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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曾颖

指导老师 季亚芬

保护环境
let'sgo！

2月10号，我在安家邮电局，参加了
“大手拉小手，携手护环境”的活动。

来到邮电局，只见黄叔叔给我们发了
一件马夹、帽子，几份传单和调查问卷，讲
了一下活动注意事项便出发了。

一位大哥哥让我去访问前面那位叔
叔，我心里又紧张又害怕，就像怀里有只小
兔子砰砰地跳个不停，毕竟是第一次嘛！我
走上前去，说道：“叔叔，请您看看这个传
单。”我表面上看上去不怎么样，可是心里
害怕的很。叔叔摆了摆手：“我没有时间，你
叫别人吧。”唉，第一次就是失败了。

于是，我伤心地往前走去。走了许久，
远远的望见了一位老奶奶安详的坐在椅子
上晒太阳。我重鼓信心，心中的希望之火又
重新点燃。来老奶奶身边，只见她的头发雪
白雪白的。她的牙齿早已参差不齐，可他还
在吃苹果。满额头的皱纹是老奶奶走过的
风风雨雨，饱经风霜的脸上让我看到了岁
月的沧桑。这时，我拿出一张传单给老奶
奶，说道：“老奶奶，请您看看这个传单。”
“好，好，好。”说着他仔细的翻阅着。这位老
奶奶挺配合我的，不禁让我觉得前面那个
叔叔很无情，很冷漠。这位老奶奶的配合也
使我的信心大增。这时，我又从几张调查问
卷中抽出一张递给老奶奶，说：“老奶奶，你
看看这张调查问卷，我念给你听。”“好，好，
好。”又是三个“好”，再一次体现了老奶奶
很配合我的工作，而且我感觉和蔼可亲、平
易近人等词语用在老奶奶身上是远远不够
的。我开始念给老奶奶听：“老奶奶，您是否
支持集镇长效管理？”“支持，支持，肯定支
持。”老奶奶一边说一边笑。做了许久，我和
老奶奶便做完了调查问卷。之后，老奶奶又
开始问我：“小伙子，你上几年级了？”“六年
级。”我笑着回答。“成绩怎么样？”“还可以
吧，也不能算太好。”老奶奶真是好心人，得
为她点个赞。
保护环境，let's go！

安家中心小学六"

+

$班 柯思源

指导老师 孔静华

“小卫士”在行动
寒假里，春江镇的志愿者们开展了保护

环境的宣传活动，我们安家小学的小记者们
也参加了这次活动。

小记者在春江镇的志愿者们带领下来
到了安家镇上。刚走进村里，就问到一股
恶臭，仔细一看，原来路边一个垃圾桶已
经堆满了，却没人处理，村民们就把自家
的生活垃圾扔在垃圾桶旁，垃圾都堆积如
山了！垃圾桶满了为什么没人来处理呢？
我想是因为有些村民没有保护环境的习
惯吧。我以前也觉得保护环境其实并没有
那么重要，但今天亲眼看到这因为乱扔乱
堆垃圾而产生的后果，我才觉得保护环境
是多么的重要！

志愿者们给我们发了一些宣传单和调
查问卷，便让我们为村民宣传。我走进一户
村民家中，自我介绍后，递给她一张宣传单。
然后，我问了她一些关于环保的问题，发现
这位阿姨的环保意识还挺强的。于是，我又
走进另一户村民家中，他家在门口堆了一堆
纸盒 ，我告诉他这种乱堆乱放的现象是不
好的，会影响市容市貌，并向他宣传要保护
环境，这样才会使城市更美丽，叔叔听了表
示一定搬掉。
连续走访了四五户村民，他们都很配合

我们，而且支持我们的工作。我想通过这次
活动，村民们以后一定会行动起来吧。
这次的活动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却让我

受益匪浅：我们要做一个保护环境的好公
民，为环保多做贡献，动员自己的亲朋好友
保护环境，让我们的城市更加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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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王琴

指导老师 孔静华

寒假里，我总想着要干一些有意义的事，
恰好，我们小记者有一个十分吸引我的活动，
那就是我一直都期待的“小城管”体验活动
啦！
这天我来到安家邮局门口，便看见安家街

道的城管们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了，我们来到
后，那些志愿者们给我们发了宣传手册和调查
表，然后其中一位给我们分发了志愿者的帽子
和马甲，我们穿上有些大的志愿服，带上帽子，
整装待发。我们小组一共7人，首先，身为组长
的我，第一个出马，虽说平日我胆子很大，但怎
么说这也是我第一次走上大街做宣传，难免会
有些紧张和羞涩，在同伴和老师的鼓励下，我
还是勇敢地走向了一家水果店，水果店的老板
正在忙活着，没空搭理我，所以我只好对着外
面正在卸货的叔叔简单做了一下宣传，然后，
我递给他一张调查表，在我的指导下，叔叔填
完了调查表，将填写完的表还给了我。我礼貌
的道了一声谢谢，便前往下一家。
做了两份问卷的我，已经找到了工作的感

觉，这次我去了一家电器店，这次我身后多了

一位记者姐姐和一位摄影叔叔。那位记者姐
姐找到了我，竟然要采访我，这是我第一次
接到的采访，心里当然激动，摄像师摆好位
置，便开始了采访，记者问:“小朋友，对于刚
刚那位叔叔的想法，你是怎么看的”，我的想
法跟刚刚那位叔叔不一样，所以，我大胆地
说出了我的想法:“我觉得货物外放不应该
吧，毕竟这个街道有规定，不能随意摆放，这
是规矩，我们要遵守规则，给管理人减少工
作，自觉一点，也给安家人民一个美好的家
园吧！”我的话得到了记者姐姐的认同，随后
记者又问了我一个问题:“小朋友，那你对这
个活动有什么想法呢？”“我觉得这个活动很
好，能让我们体验平日里城管们的工作，也
能对街道人民对街道管理的一些想法。”就
这样，短短几分钟的采访结束了。
这次体验活动结束了，但这次活动让我体

验了城管叔叔的艰难与辛劳，还让我接受了采
访，真是令我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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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吕鑫蕾

指导老师 苏亚刚

文明城市，你我同行
小记者“小手拉大手”志愿者活动

当城管，不容易

这次体验改变了我

采访与被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