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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星星 ! 盼月亮 ! 终于盼到了这一

天"""在小记者活动中心组织的跳蚤市场

当老板# 在这之前! 我和爸爸一起绞尽脑

汁地构思有特色的宣传牌! 忙得不亦乐乎#

活动当天! 我们早早地来到目的地 !

我把宣传牌放在摊位前! 吸引了好多家长

和小记者# 看到摊位前有这么多人! 我兴

奋极了# 这时! 小记者们也都纷纷摆好商

品! 有各种炫酷的玩具! 精美的童话书$

漫画书! 可爱的毛绒娃娃%%真是琳琅满

目! 令人眼花缭乱#

环顾跳蚤市场! 人头攒动! 整个小广

场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小摊 ! 不时传来

吆喝声 $ 叫卖声 $ 欢笑声 ! 热闹非凡 #

为了让我的摊位顾客更多 ! 我便鼓起

勇气 ! 也学着吆喝起 来 & '看 一 看 !

瞧一瞧了 ! 走过路过 千 万 不 要 错 过 !

这里有精美的图书 ! 一元两本 ! 可爱

的毛绒娃娃
!

元一个 ! 机不可失 ! 失

不再来%% ( 这招还真灵 ! 不一会儿 !

便招徕一大堆小顾客! 买的买! 换的换!

我和妈妈忙得不可开交#

活动结束了! 从这次活动中! 我切身

体会到了一个道理& 任何一个有益的社会

活动! 我们不但要参与! 而且要有勇气和

激情才能搞得有声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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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换物活动已经举办好几次了!换

物现场可以交换图书$玩具$卡片等物品!每

次我都非常喜欢#

"#

月
$

日! 小记者活动中心又一次举

办了换物活动! 我和妈妈早早地就来到现

场#现场人非常多!换购的物品也非常丰富&

红色的飞机$绿色的坦克车$白色的小毛绒

狗狗等各种各样的玩具)故事书$童话书$漫

画书等种类繁多的图书等等#

活动开始了! 我刚把要换购的书和玩

具摆放好! 就有一位哥哥拿着两本书过来!

想让我从这两本书中选一本! 交换我的滑

板车玩具! 我毫不犹豫地挑选了一本漫画

书! 第一个交易成功# 在对面的摊位上!

我看到了一个用许多贝壳组成的可爱小兔

子! 还没等我出手! 就被我的好朋友换走

了# 我很喜欢这个小兔子造型! 就和好朋

友商量! 继续交换! 终于第二个交易成功#

随后! 我又交易了
%

本童话书$ 两个拼装

玩具#

就在活动快要结束的时候!突然!我又

发现一位姐姐的摊位上有一个小白狗玩

具# 这只小白狗头大身子小!穿着一件黑衣

服!瞪着两个大眼睛!趴在地上吐着红色的

舌头! 露出一副无奈的表情! 真是可爱极

了# 于是!我拿着可以分别戴在
!

个手指上

的变脸五指玩具去交换# 看到姐姐不同意!

我就领着姐姐到我的摊位上让她亲自挑

选!结果!五指玩具另加一本故事书!换回

了那只可爱的小白狗#

活动结束后! 看着满载而归的换购品!

我心里乐滋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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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小记者活动中心举办了换

物活动!我拿着我看过的书!玩过的玩具!

还有我自己家种的观赏南瓜等物品来到了

大庆路桥南头的小广场#

小广场上人山人海 ! 我找老师领了

一块摊位布 !就开始把需要交换的物品

一一摆放在摊位上 #这边刚摆好 !

%

个红

红的 $圆圆的观赏小南瓜就吸引了许多

摊主的眼球 ! 不时有小摊主过来观赏 $

询问如何交换 # 有的摊主拿着变形金

刚 ! 有的摊主拿着弹跳球想和我交换 !

可是我感觉这些玩具有点小儿科 !就没

有答应 #

我正和其他摊主交流!一位小弟弟拿着

一本*小福尔摩斯探案记+想交换我的观赏

南瓜# 我很喜欢这本书!就爽快地答应了#

就这样!第一件物品交换成功# 随后!又一

位小姐姐也相中了我的观赏南瓜!经过一番

讨价还价!最终成交#

在这次换物活动中!我交换到了我心仪

的宝贝双节棍$漫画书等等# 我的观赏小南

瓜在这次换物节中这么受欢迎也是我没有

想到的# 以后再有这样的换物活动我还会

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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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 小记者换物节

如期举行#

那天! 我早早地来到大庆路桥南头小

广场# 瞧, 活动现场来的人可真不少!小记

者们三三两两自由组合成小组领取摊位

布!很快!小广场上整整齐齐摆满了摊位!

好一个热闹的跳蚤市场# 我和两位小朋友

安排在
"(

号摊位!我主动当上'摊主(!并且

和朋友商量好我先守摊! 他们摸查$ 看行

情!回来后!我们互换角色#

将近
)#

分钟!他们满载而归#我急忙拿

上*知音漫客+去碰碰运气# 我仔细观看!四

处寻 '宝(! 不大功夫就发现一本 *动物百

科+# 我委婉地问&'我能用这两本书换你那

一本吗- ( 他不太高兴地回答&'

%

本! 愿意

吗- (我心里想了想!咬咬牙&'我太喜欢这本

书了!好!给你, (我如获至宝带着换物成功

的喜悦奔回
"(

号摊位# 我带来的物品十分

热销!在短短的时间内以等价推销$主动出

击等方法成功互换到 *笑猫日记+$*怎样写

好作文+*儿童文学+ 等
$

本书及一些玩具#

我看着换来的'宝贝(心里像吃了蜜一样甜#

每次参加换物活动都是我最快乐的时

光!这样把闲置物品变废为宝!既开心又环

保!真是一举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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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下午! 我和妈妈来到大庆路

桥南头的小广场! 参加小记者活动中心举

办的换物活动#

我首先向带队老师要了一块摊位

布 !把我带的玩具和书摆放好 # 这时 !

妈妈说 & '去别的摊位上看看 ! 想要什

么 !拿我们的东西去换 !好吗 - (我说 &

'好啊 , (

看看

别

人的摊位 !物品种类真是五花八门 !有

芭比娃娃 $花 $书%%

我拿着书走到一位女生摊位前 !看

到她的一束假花非常漂亮!就诚恳地对她

说&'能不能用我的这本书换你的花- (那

位女生爽快地说&'可以# (我说声谢谢后!

高兴地拿着花回到自己的摊位# 接下来!

我继续去寻'宝(# 突然!一个漂亮$可爱的

玩具狗和一个美丽的贴画吸引了我的眼

球 !我用自己的物品成功换得这两样 '宝

贝(# 整个活动现场热闹非凡!大家礼貌用

语!真诚交流!个个脸上充满快乐的

表情%%

换物节真有趣
*

通过这

次活动! 让我认识到语言$

微笑$ 真诚在人们交往

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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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换物活动开始啦, 哦!简单介绍

一下!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由小记者活动中

心举办的第三届换物活动现场# 我呢!是一

个地摊的小老板# 先介绍一下我的商品&不

倒翁$两只小狗$六本书$一个大头娃娃$拉

花$几辆小汽车%%哎呀!足足两大袋#

'姐姐!我能用这本*皮皮鲁和舒克贝

塔+来换你的*马小跳+吗- ('让我看一下你

的书%%嗯!成交# (耶, 第一次交换成功#

'同学!我能用这条电动音乐鱼换你一只小

狗吗- (正当我喜出望外的时候!一位短发

小女孩问我# 我对这条电动音乐鱼没什么

兴趣!正想婉言拒绝!可弟弟突然大喊&

'我要$我要$我要玩, (没办法!我只好

成交#

这时! 妈妈对我说&'你去四

处转转! 看看有没有喜欢的东

西!我帮你看着摊子# (于是!我

便跑去'逛街(# 看看这儿!瞧

瞧那儿!我恨不得多长几只眼

睛#突然!我被一个大大的$透

明的草莓香皂所吸引! 它浑

身散发着好闻的味道# 我蹲

下来! 对摊主说&'我能用这

个不倒翁换你的草莓香皂

吗- (小姑娘看了看香皂!又

看了看不倒翁!最后轻轻地

摇了摇头# 虽然我很失望!

但我没泄气!又开始寻找下

一个目标#

我又看上了一个嫩粉色的小陶罐!罐子

旁还有一个穿着粉色裙子的小陶鼠!可爱极

了#我和摊主交流了一会儿!最终交换成功#

活动结束后!我跑得全身酸痛!可一看

到一大堆不用的东西变废为宝!我的心里就

像吃了蜜一样甜# !辅导老师#马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