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愉快的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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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姑娘踏着轻盈的脚步来到了人

间!周口晚报为了让小记者感受春天的

气息"在
!

月
"#

日上午举行了小记者

春游活动!

我和爸爸一大早就来到了活动地

点!首先由带队老师带我们去第一个活

动地点!一路上"草儿破土而出"花儿含

苞待放"小鸟在枝头歌唱"百日红在枝

头像一团燃烧的火焰#$经过漫长的

路程"我们终于到了第一个活动地点%

准备第一个活动&&&拔河%

首先是男生对男生"他们个个精神

抖擞% '嘟&&&(比赛开始了"双方互不

相让"我这个拉拉队员也鼓着劲给他们

加油"一看那边不行了"就赶快给那边

加油)一看这边不行了"又赶快给这边

加油%比赛结束了"我也累得满身大汗%

该我们女生了" 我心里忐忑不安"

还没比赛"我手心就冒了很多汗% 比赛

开始了" 我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可

我们还是输了"但我们仍然很开心%

接着进行最后一个游戏 '击鼓传

花(%我们玩得非常开心"欢笑声在天空

中久久回荡% "辅导老师!黄光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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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李玖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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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一大早就起来了"你问我为什么* 看完

你就知道了!

上午
8

点" 我和爸爸妈妈先来到了活动的地

点"那里已经有很多小记者等着了! 过了一会儿"小

记者们都到齐了"于是"周口晚报的记者阿姨组织

我们站队"浩浩荡荡向东走去!

我们走了很长时间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这里是

一片开阔的草坪! 这时"不知道从哪里冒出一根又

粗又长的绳子"原来是要拔河比赛了!

激动人心的比赛开始了" 一听到裁判的哨声"

我们就使出吃奶的劲"用力地拔起来!啊+对方快超

线了+ 再加把劲+ 哦耶"我们赢了+ 第二局我们乘胜

追击"又打败了对方!

下面轮到家长队上场了! 我的爸爸妈妈恰好被

编到了同一组"他们的对手一上来就给他们来了个

'下马威(! 第二局"爸爸妈妈那一队全体人员非常

用劲"终于扳回了一局!

拔河比赛结束了" 我们要向下一站进军了"到

了目的地"记者阿姨大声宣布说,'现在大家就在这

里开始野餐吧+ (听到这句话"我高兴得一蹦三尺

高"因为我最喜欢野餐这个项目了+

我带了很多东西+ 火腿-鸡蛋"还有妈妈亲手做

的泡芙##我和我的好朋友刘浩然一起在草地上

铺好餐布"把吃的东西都拿出来就开始吃了"妈妈

则在餐布上帮我们俩切火腿做三明治% 吃完饭后"

我们又认真地把吃食品时留下的垃圾收拾干净%

这时" 又开始了下一个活动...'击鼓传花(%

'击鼓传花(就是在鼓声中大家围成圆圈"一个一个

往下传递花朵"当鼓声停止的时候"花在谁的手里

没有传出去就要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 很多小记者

都上台了"大家分别表演了武术-笑话-猜字迷##

人人都把自己最拿手的才艺展示了出来%

这次春游真开心呀+ 噢"对了"现在你也知道了

我为什么起那么早了吧+ 没错"就是因为周口晚报

组织小记者去参加春游野餐"我太激动了"所以才

起得那么早+

"辅导老师!许锦娟$

春游真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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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周口晚报小记者举行了一次春游活

动"一路上"大家兴高采烈"非常开心%

首先便展开了一场十分激烈的拔河比赛% 女

生与女生对阵"男生与男生较量"后来有些大人提

议,不如让家长也来场拔河比赛吧% 于是口哨声-

呐喊声"响彻云霄%

比赛结束后"队伍继续前进% 我们沿着滨河路

一直走过了环城大桥%时间过得真快啊+转眼间已

经到了中午" 我们来到了一处宽阔的广场上开始

野炊% 人们有的拿着面包-水果)有的拿着饮料)有

的拿着鸡腿-方便面)还有的把饭盒也带来了##

呵呵"真是一片热闹的景象% 吃过饭后"垃圾也被

小记者们都'打包(带走了"绿油油的草地恢复了

'本来面目(%

然后进行下一个游戏 '击鼓传花("'击鼓传

花(游戏规则是,有人敲打着鼓"当他停止敲打的

时候"'花(传到谁的手里"谁就上去给大家献上一

个节目% 游戏开始了" 许多人上台献上了才艺表

演"有诗朗诵的-有唱歌的-有跳舞的"还有因胆小

不敢表演的%

到最后一个环节了...放风筝比赛% 大家拿

着各自的风筝"在蓝悠悠的天上来回地飘动"自由

自在地飞翔%

此次的活动在一片欢声笑语中结束了" 有的

还玩得意犹未尽"希望以后多举行这样的活动%

意犹未尽的春游

小记者!买思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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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个阳光明媚的好日子% 周

口晚报为我们小记者举行了一次有意

义的春游活动%

一大早"我和爸爸就早早起床"洗

了把脸"骑着摩托车"一溜烟地向指定

地点驶去%

到了地方已经有很多小记者们都

来了% 工作人员说,'今天"春游活动"

第一个项目拔河比赛"男女生各一组"

家长各一组% (顿时"赛场上一片欢呼%

随着裁判员的一声令下" 比赛开

始了% 大家都使出了浑身的劲" 咬着

牙"蹬着腿"一直使劲往后拽"绳子忽

左忽右"我暗下决心"团结一致我们一

定能赢% 终于"我们赢了+

比赛结束了" 黄豆般大的汗珠从

我们的额头上滚落了下来" 两腿像灌

了铅一样沉重"我瘫坐在地上"尽情地

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品尝着胜利的果

实"高兴极了+

今天的春游"是我最累的一天"是

我最快乐的一天" 也是最有意义的一

天% 它让我懂得了许多-许多##

"辅导老师!张海燕$

有意义的春游

小记者!许湘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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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上午
8

时"阳光明媚"春光灿烂"

我和上百名小记者来到风景宜人的沙颍河畔"开

展野外拓展活动%

一路上"我们兴高采烈-情绪高涨"从集合地

点" 沿着曲折蜿蜒的滨河公园小径向东进发"红

红的采风旗帜以及朝气蓬勃的春游队伍吸引得

路人驻足观看%

上午
#9

时"春游队伍经历了一番行程后"在

一片开阔的草地上停留下来"接着举办了热火朝

天的拔河比赛%

先是男生和男生比赛"三局过后都是蓝队赢

了% 我们女生队吸取了蓝队的经验"摆好了架势

拿起绳子"比赛开始了"我使出吃奶的力气拽着

绳子"不一会儿"我们队便把绳子拽过了线"第一

局我们赢了"我感到无比骄傲% 可是第二局刚进

行了一会儿"我们就没有了力气"这一局我们输

了"不过"第三局我们队又获胜了% 拔河比赛"让

我们体验到了竞技的乐趣%

下午"工作人员又组织我们进行了'击鼓传

花(的游戏%当花传到我手里的时候"我大大方方

地上台为小记者们表演了'民族舞基本功(%只见

我翻了一个'前桥("接着又来了个'金鸡独立("

在场的小记者们和工作人员都目瞪口呆"为我精

彩的表演竖起了大拇指"纷纷赞扬我的舞蹈基本

功好% 其他的小记者们也表演了朗诵- 唱歌-跳

舞-武术等精彩节目%

这次活动不仅增强了我的责任感和自信心

还培养了我的独立自主意识"增强了团队合作精

神"我受益匪浅%

"辅导老师!李文清$

春游

小记者!崔译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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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丰富小记者们的课外生活 "

周口晚报于
!

月
"#

日组织小记者在

风景优美的沙颍河畔举行了野外拓展

活动%

我们从大庆路桥南东休闲广场出

发"到沙颍河边后沿河岸一直走% 沿途

风景如画" 柳絮满天飞" 植被郁郁葱

葱"到处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

然而" 在这美丽的地方也出现了许多

与此不和谐的现象% 比如,公共的健身

器材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河堤下

面时常出现成堆的垃圾"走近一闻"一

股刺鼻的气味直冲上来) 柳树被人折

枝"做成帽子戴在头上)许多美丽的花

被折断拿在手中"有的被扔在地上"花

瓣散落一地) 有些草坪被踩得乱七八

糟等不文明的现象%

在此"我呼吁大家"请珍惜我们身

边的一草一木"如果没有它们"我们的

世界会变得多么暗淡无光啊+

河畔见闻

春游踏青

小记者!谭世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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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去春游啦+ 盼望已久的这天终于来

了"最让我高兴的是爸爸-妈妈一起陪着我"好

开心"好高兴呀+

!

月
""

日上午"我们早早来到市区大庆路

桥南东侧小广场上%

8

点"长长的小记者春游队

伍在几个干练-帅气的大记者的带领下"杠着

红旗"从集合地点一路向东进发"大家顶着炎

炎的烈日"怀着激动又有些忐忑的心情"到达

了第一站 " 在这里 " 我们将进行第一项活

动...'拔河(%

经过老师简单的分队后 " 一切准备就

绪 % '嘟...(一声清脆的哨声响过 "比赛开

始了 % 参加比赛的同学 "精神振奋 -斗志昂

扬 "激烈地争夺 "个个的小脸憋得通红 "想

稳住阵脚 "可就在这时 "强大的引力把绳子

往前拉 "我拼了命地往回拉 "但随着绳子在

我手中一点点滑过 " 最终还是没能力挽狂

澜 % 精彩的拔河比赛结束了 "大家休息了一

会儿后 "又开始翻 '花山 (-过 '草地 (-横跨

'沙颍河桥 ("来到北岸的一片绿草如茵 -野

花点缀的绿草坪上 % 此时 "伴随我们的是丝

丝缕缕的阵阵清风 "心情真舒畅呀 + 经过十

多分钟的惬意跋涉 "春游队伍就在这里 '安

营扎寨 (% 大家各自拿出随身带来的干粮 -

饮料 -水果 "津津有味地享受着这美好的一

切 %

下午 "经过补充能量和休息后 "期待已

久的 '击鼓传花 (游戏开始了 %几乎每个小朋

友都有上去表演节目 "有打拳的 -有猜谜语

的 -有背唐诗的等等 "让大家一饱眼福 +

'哇+ 真棒+ ('哈哈哈##(一阵阵赞叹声

与欢笑声从大家的心中升起"飘向天空+ 就这

样"快乐春游在欢歌笑语中结束了+ 哈哈"玩

得可真高兴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