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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节到了! 在这个欢乐的日子

里!我们小记者相聚在一起!经过一路

的欢歌笑语!大巴车把我们带到了古都

开封" 在那里我们游玩了海洋馆#天波

杨府等景点"

首先!我们到达了海洋馆" 进入海

洋馆!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一条条白鲸

了" 看$ 它们玩得多开心啊$ 看着这一

群白鲸! 想着它们调皮可爱的笑脸!我

%咯咯&地笑了"接着我们来到了海洋馆

的二楼!看到了一个个在五彩灯光照射

下的水母!大大小小的水母犹如花园中

盛开的花朵!绚丽无比!%快看!这个最

小的水母$&听见妈妈喊我!我急忙跑过

去"%哇!好美啊$&小水母又像漫天飞舞

的雪花!在空中飘啊飘啊!自由自在!小

可爱们真让我着迷啊$

三楼的海豚# 海狮表演真精彩!海

狮憨厚可爱!小海狮顶球!学人走路!都

表演得惟妙惟肖" 海豚机智勇猛!能带

人在水中飞行!像火箭一样从水中跳出

水面有十米高!真叫人惊叹$ 我看得目

不转睛!连连叫好$表演完毕!海豚把人

又轻松地送回岸边!真是绝了$

恋恋不舍地离开海洋馆!我们又来

到了杨家将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天

波杨府"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朵朵盛开

的菊花!有白的!有黄的!有紫的!姹紫

嫣红!以前我只见过黄色的菊花!从不

知道还有这么多颜色的菊花
8

真是大开

眼界
9

在天波杨府里听着导游讲一段段

感人的故事!我的心情很沉重
8

太平的

生活真是来之不易
8

我们一定要珍惜$

美丽的开封!美丽的古都
8

我想有

机会我还会与你相见的$

!辅导老师"王翠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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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六一路小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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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朱美静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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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节到了 ! 为庆贺这一节日 !让

我了解建立新中国的意义 !爸爸 #妈妈

决定带我和弟弟去信阳看望我们家族

长辈中的老红军'''陈得望老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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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7

日一早 !爸爸 #妈妈还有我

和弟弟就出发了" 一路上!我们唱着国

歌!爸爸还给我们讲了很多战争时期的

故事!我们听得津津有味呢" 很快我们

就来到了信阳的老爷爷家" 老爷爷知道

我们要来! 早早地拄着拐杖等在路口"

老爷爷今年
<1

岁了 ! 可是一点儿也不

显老 !走起路来比我还要快 !虽然头发

有些花白!但是看起来非常精神" 老爷

爷的头上一直戴着一顶很旧的军帽!帽

子的中间还有毛主席的头像" 噢!原来

老红军爷爷时刻把祖国挂在心中啊!我

要向老爷爷学习!爱祖国#爱劳动!做最

美少年"

进到老爷爷的家里! 我们着实都吃

了一惊" 老爷爷有一间房子专门放着报

纸#杂志" 我们大致翻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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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报纸都有! 它们就像

一座小山堆满了整间屋子! 由于年份太

久报纸都变成了深黄色 " 我好奇地问 (

%老爷爷 ! 您存这么多老报纸干什么

啊) &老爷爷说(%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

大事!都留着有时间翻翻看看!和现在对

比对比!很有意义的" &这时候 !我觉得

老爷爷真的很伟大!我真的非常敬佩他$

老爷爷还给我们讲了他打仗时候的

故事 !还告诉我们 (你们小孩子现在的

美好生活都是老一辈革命家用生命换

来的!你们一定要珍惜!一定好好学习 !

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

%辅导老师"樊琰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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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六一路小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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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长假! 我报名参加了小记者

开封一日游"

/;

月
=

日一大早! 我们向着开封

出发了" 在旅途中!我和我的两个好朋

友刘泽和时靖凯组成了搞笑三人组 !

我们三个人有说有笑! 还为大家表演

了自编的歌曲!旅途变得特别快乐!转

眼我们就来到了美丽的开封"

第一站是开封东京极地海洋馆 "

进入海洋馆! 我看到了生活在寒冷冰

川地区的企鹅和海狮!有两个冰屋!冰

屋是白色的!很漂亮" 走进冰屋!我往

外一瞧!看到了一望无际的雪地!脚下

是连绵不断的大海! 上面还铺着一层

厚厚的冰!快乐的海鸟在天空中玩耍!

成群的企鹅有的在冰上跑! 有的在水

里游!好可爱啊!我觉得自己变成了一

只无忧无虑的小企鹅**%姚沛霖!快

走了" &我的好朋友把我从冰天雪地的

世界里叫了出来! 我的心仿佛还在那

美丽的遐想中**

往前走! 我首先看见了一只白海

豚!它可真大真可爱啊!在玻璃池中四

处游动!好像在说(%欢迎来到开封$ &

这次可真让我开眼界了" 一头海象自

由地在水中滑行!数不尽的鱼儿成群

结队地从我身旁游过 ! 还有鲨鱼 #乌

龟**坐上海底隧道! 好多鱼儿在我

头顶游来游去!看得我眼花缭乱!实在

是太美了$

下午我们又相继游览了天波杨府

和包公祠!那里的建筑古色古香!还有

很多的泥塑和泥像" 听着导游阿姨的

介绍!我知道了杨家将和包青天" 看着

惟妙惟肖的泥像人物! 我仿佛穿越到

了北宋年代! 看到当时的人们为了抗

击辽军而奋起抵抗英勇杀敌的壮观场

面"

我喜欢上了开封! 这里不愧是七

朝古都! 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浓厚的文

化底蕴" 短短一天!我收获了很多书本

上学不到的知识!开阔了视野!过得很

开心! 开封这个美丽的城市有机会我

还会再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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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七一路二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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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热的夏天过去了! 凉爽的秋天来

到了我们的校园" 校园里的菊花开了 !

银杏树的叶子变黄了!枫树的叶子越来

越红了"

金色 #红色 #绿色 #蓝色**秋天的

校园多姿多彩" 银杏树黄黄的叶子像一

把小扇子!给过路的行人送去阵阵清凉

的风 " 广场上金色的菊花是那么的迷

人!像一张张可爱的笑脸默默地注视着

我们" 我还没有进校门 !就有一阵阵桂

花香扑鼻而来! 让我想起了一句话 (桂

子花开!十里飘香" 我走进学校里的桂

花园!看到一棵棵桂花树上缀满一簇簇

怒放的桂花" 桂花园的旁边是一排排的

枫树!远远望去像一把把火红的蒲扇!等

我走近的时候! 却又发现枫树那红红的

叶子多么像那红红的五角星呀$

秋天是个忙碌的季节! 秋天的校园

是多么热闹有趣呀$校园的池塘里!小鱼

在枯黄的莲叶间游来游去! 仿佛在捉迷

藏"蟋蟀躲在用草搭建的窝里!时不时传

来阵阵的叫声"更忙的是我们小学生!有

的在学校的操场上踢足球# 跳绳# 踢毽

子!有的在教室里读书#写字"

秋天的学校就是我们的乐园$ 我喜

欢秋天的校园$

!辅导老师"贾桂兰$

周口市文昌小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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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刘润航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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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里我和姥姥#姥爷到上海外滩

去玩" 从陆家嘴出发坐地铁直穿黄浦

江!我们来到了外滩"

外滩上!许多建筑和在陆家嘴看到

的都不一样! 那些房子上刻着古老的

花纹!有着尖尖的房顶!门前还都有很

高的石柱!姥爷告诉我!这些都是一百

多年前外国人在这里建造的"

东方明珠像个亭亭玉立的少女!直

直地站在那儿!被云雾包围着" 江面上

不时会驶过一艘艘船只 ! 每驶过一艘

船!江面上就会泛起层层波纹"

夜幕降临 !大街上的霓虹灯亮了 !

有红色#蓝色#黄色和绿色**颜色在

不断地变幻着! 江面上行驶的船只也

亮着五彩的灯! 灿烂的灯光真是太美

了"

外滩美!外滩的夜景比我想象的还

要美丽!真不愧是东方的%巴黎&啊$

!辅导老师"孟晓芳$

周口六一路小学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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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我和爸爸#妈妈去信阳

南湾湖游玩"

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 我们终于

到了南湾湖风景区! 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碧绿的湖水!一眼望不到边" 听导游

介绍湖中央有三个非常美丽的小岛!

于是我带着好奇去了码头坐船" 乘船

的游客好多啊! 我们排了一个多小时

队!才登上了去茶岛的游船!看着船激

起的微波扩散出的一道道水纹! 我不

禁感到南湾湖真美啊$

到了茶岛后! 我们看到了许多茶

园!由于采茶的季节已过!我们并没有

看到采茶的人! 只看到一些老的已经

发黄的茶叶树" 我们继续向前走!看到

了一个瀑布!瀑布的水真清澈啊!我尝

了一口!啊!真凉啊$

愉快的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望着

车窗外的风景! 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

南湾湖" !辅导老师"杜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