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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梅若倩

编号#

7899

9

月
73

日!我随百名小记者来到东

新区市体育中心!参加"百双小手画汽

车#活动$

来到市体育中心!我们每
!"

个人站

成一排!排着整齐的队伍上台画画$我们

刚坐下! 老师就说%"这次画汽车大赛时

间为
4

小时!大家要抓紧时间画哦& #

我抓紧时间先画了汽车的轮廓 $

呀& 这边太小了!那条线画得不直!我不

得不擦了重画$ 就这样!来来回回擦了

好几次! 才画成了让我比较满意的一

幅$ 咦' 我画的车怎么那么小啊' 唉!算

了!再擦纸就烂了!将就一下吧& 等我描

好车的轮廓(涂好颜色时!我一看表!哎

呀!还剩
!"

分钟!我还要画蓝天和高山

呢& 我急中生智!向别人借来蜡笔!三下

五除二地涂上了颜色$

颁奖仪式开始了! 我自信满满!觉

得我画的汽车最少能获个优秀奖$ 但老

师宣读的优秀奖获奖名单中并没有我!

看着好朋友们一一上台领奖!我刚才的

自信劲儿顿时烟消云散了$ 但我又转念

一想!说不定我会得个更高的奖呢& 突

然! 老师宣读的三等奖名单里有我!我

带着惊讶的表情上台领了奖))

失败的时候千万不要气馁!要有自

信!因为!或许你是更好的$

()*'+,-.

周口榆树园小学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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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李晨瑜

编号#

425:

9

月
73

日早上!天气凉爽 !微风

习习! 心情愉悦的我让妈妈带着去体

育中心! 参加周口晚报组织的小记者

"百双小手画汽车*比赛$

比赛开始后! 我坐在指定的位置

开始作画$由于我事先构思过了!所以

我画的速度比较快一些$画好汽车后!

我在汽车旁添加了带有绿色叶子的藤

条!又在藤条上画了一些+插头*$这幅

画我用了明亮的色彩%绿(黄(蓝(粉!

其中绿色占五分之四!非常显眼$

我画的这种汽车不用汽油! 也不

用电!用的是植物产生的绿色能源!那

些插头就是用来把能源输入车内的,

这种汽车排出的不是有害的尾气!而

是从绿色能源里提取的香气! 这种香

气几乎可以代替空气清新剂, 这种汽

车的灯光不是刺眼的黄色! 而是绿色

的! 绿色的光是从绿色能源里提取出

的+绿色素*,这种汽车的每个环保车

轮上都带有一对小巧的翅膀! 必要的

时候随时可以带你飞向空中, 这种汽

车的车内没有难闻的汽油味! 到处散

发着植物的清香!坐上它!再也不会晕

车))这是我心中最理想的绿色环保

汽车$

经过评委们认真细致的评选!很

快出了结果$我心里非常高兴!也很不

安!不知道我的画能否获奖$先从优秀

奖开始发!结果没有我的份儿,接着是

三等奖!没有我的名字,二等奖还是没

念到我的名字))我开始紧张起来$

+获得一等奖的小朋友是))*我的心

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 心里就像十

五只吊桶---七上八下$当听到"李晨

瑜*时!我高兴得一蹦三尺高!满面春

风地上台领了奖% 一个小巧玲珑的滑

板车和荣誉证书$

回家的路上!我哼着欢快的歌曲!

好像坐在自己设计的绿色环保汽车

里!迎风飞驰在宽阔的大路上$

!辅导老师#马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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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六一路小学三!

6

"班 张恒硕

编号#

7555

今天!我参加了周口晚报组织的小

记者活动---"百双小手画汽车*$

一到市体育中心!远远就看到那里

挤满了人$ 我好奇地东张西望!看到有

的人三五成群在窃窃私语!有的人在整

理比赛用具!大家耐心等待着比赛的开

始$

今天的主题是创意汽车!让大家展

开想像力!画出未来的汽车$ 参赛的小

朋友拿起彩笔!努力地画了起来$ 我打

算画一辆子弹飞行汽车和一辆飘浮超

音速汽车$ 我想!未来的科技发展很快!

汽车如果能飞上天!一定会给人们的生

活带来更多方便$ 一个小时的比赛时间

转眼过去了! 一幅幅作品被挂到了台

前!大家都涌上去仔细地看着(评着$ 有

绿色环保汽车! 有可以在海里游的汽

车!还有能在天上飞的汽车$

评奖结果很快出来了!我得了个优

秀奖$ 上台领奖时!每个人的脸上都露

出了灿烂的笑容!这真是一个快乐而有

趣的比赛&

!辅导老师#柴亚辉"

3456678

周口作坊小学六!

7

"班 陈宣羽

编号#

7;9;

最近 !一首 .小苹果 /风靡大江南

北$ 我们小记者也不甘落后!打造出了

小记者版的.小苹果/$

星期二下午!我们一起来到了田钰

舞校!先练习基本动作---+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不一会儿!我们个个满头大汗!尽管这

样!我们依然一丝不苟地练习$

经过两天的辛苦练习和彩排之后!

终于要上台表演了$ 星期四早上!我们

先上台试跳了一遍!看有什么不足的地

方!之后就正式开始了$ 我深吸了一口

气!心跳得越来越快$ 老师说了一声+上

台*!我们带着激动的心情上台了$

音乐声想起!我们在心里默念%+一

二三四(五六七八))*台下的观众为

我们热情地鼓掌!妈妈也为我竖起了大

拇指! 我紧张的心情好像慢慢消失了$

随着大家的掌声!我们越跳越起劲$ 舞

蹈结束时! 我们一起向台下深鞠躬!那

是为了感谢大家的掌声$

我们虽然很辛苦!却很开心!不为

别的!只为那一阵阵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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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李庄小学五!

4

"班 赵晨豪 编号#

72;8

周口晚报社又有新活动了! 这次是去玉

桂千亩生态葡萄园摘葡萄$ 虽然当天我有点

头晕!但是!这无法阻挡我去摘葡萄的激情$

车缓缓停在了玉桂千亩生态葡萄园前!

映入眼帘的是一条一眼看不到头的葡萄长

廊!葡萄园比我想像得更漂亮$

经过园长的细致讲解之后! 我们知道了

玉桂千亩生态葡萄园是全省唯一拥有+三最*

之称的天然葡萄基地% 第一是全省占地面积

最大,第二是葡萄品种最多,第三是培育技术

最先进$

园长欢迎我们去品尝他们的葡萄$ 一听

说要去品尝葡萄!我立刻兴奋起来!一蹦三跳

地紧跟在园长身后$ 看到葡萄长廊内那一串

串诱人的葡萄!我口水直流$ 此时!我一个箭

步冲上去! 以闪电般的速度抓下一个又大又

紫的葡萄塞到嘴里!哇& 好甜啊& 在一阵狼吞

虎咽之后!我打着饱嗝!提着篮子!拿起剪刀

直奔葡萄架$看着一串串玛瑙般的葡萄!我恨

不得把它们都摘到篮子里带回家$ 可是刚摘

了几串我就提不动了!没想到葡萄那么重$

突然!我听到了老师在喊%+孩子们!时间

到了!过来称葡萄了$ *我只好恋恋不舍地走

出了葡萄园$ !辅导老师#刘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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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实验小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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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于璐 编号#

783;

9

月
73

日!百余名小记者在周口市体育中心参加了+百

双小手画汽车*活动$

到了现场!已经有十几名小记者在等候了!我也加入到这

个队伍中$

7:

分钟后!主办方和评委老师们都到来了!朱石麟

老师给我们讲了绘画的要点后!比赛开始了$我把之前已经练

习过并熟记在心的创意汽车的形象在脑海中想

了一下!虽有些紧张!但还是很快把各种汽车(人

物画好了!并涂好了颜色$

所有人都画完了!主办方把画挂起来!让大

赛评委们评出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

我看了一眼我的画! 是一个圆圆的潜水艇!

旁边是海水!站在远处看就像个眼球!我感觉我

不会获奖$但是!当宣布优秀奖的名单时!竟有我

的名字& 虽然只是优秀奖!但我也很满足$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因为我在参赛前努力

地练习了!所以才有机会获奖$

!辅导老师#张亚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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