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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7

日上午!秋高气爽!

阳光明媚"在周口报业传媒集团倾情打造

的
$#!"

周口首届国际名车展上! 迎来了

7#

余名小小的 #摄影家$! 他们就是来自

%周口晚报&的小记者们" 在逛车展期间!

小记者们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下一个个美

好的瞬间!学到了很多摄影技巧"同时!小

记者们还在网球场上体验了一把试打网

球的乐趣"

当日
8

时许!小记者们头戴小记者帽!

肩挎数码相机或手拿智能手机! 按时来到

在市体育中心举办的国际名车展会上" 小

记者们早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 拿起手中

的相机!对着名车美女一通狂拍"

小记者到齐后!工作人员把他们分成

两个小组! 并讲解了一些基本的摄影技

巧" 随后!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小记者们

进入了车展现场" 只见小记者们边走边

看!边看边拍!不轻易放过任何一款时尚'

新颖'名贵的豪车!恨不能把值得珍藏的

瞬间全都收录进镜头里!俨然#摄影家$的

范儿(

在一家房车展位现场! 几辆时尚'豪

华' 别致的房车吸引了小记者们的眼球)

他们登上房车!看到车内还有沙发'厨房

用具和床铺等装配!一时难以相信还有这

样的房车!个个兴奋得手足舞蹈!现场拍

照的声音*咔咔$响个不停) 有的小记者为

了记录这个美好的场景!还特意让别的小

记者为自己拍照留念)

随后! 小记者们分赴各个名车展位!

对一些精彩的场景进行拍照留念) 在拍摄

的过程中!小记者们对于摄影技巧不懂的

地方!就虚心地向老师请教) *以前我也用

过相机!但是不懂怎么取景+调光'构图!

都是拿起相机乱拍一通" 今天我才知道!

拍个照片还需要那么多的学问" $周口实

验小学的小记者于璐对记者说"

摄影活动结束后!小记者们又来到市

体育中心网球场!进行网球试打训练" 在

教练员的指导下!小记者们学会了怎么握

拍'击球'移步!掌握了网球运动的一些基

本动作要领!孩子们玩得乐翻了天"

所有的活动结束后!小记者家长王先

生说,*让孩子走出学校'走出家门!到车

展上学摄影!到网球场上运动一下!对孩

子的身心健康都有益处) 希望晚报以后多

举办一些这样的活动!给孩子更多接触社

会的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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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七一路二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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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7

日!我早早地来到了

市体育中心! 参加 *小记者逛车

展'拍名车$活动) 这次车展参观

的品牌有,雪佛兰 '东风日产 '荣

威
:;

-.刚记完车的品牌!领队

老师就对我们说,*请大家准备好

相机!然后把相机调到*

:

/手动
<

$

模式!我们要开始参观了0 $

我们先看敞篷车!一到那里!

大家纷纷举起相机拍摄! 有的小

记者还自愿当模特呢0

老师说,*大家试试换个角度

拍) $听了老师的话!我恍然大悟!

连忙换了一个角度拍摄!果然!拍

出来的效果截然不同)

接着 ! 我们又参观了价值

9##

万元的房车) 一上车大家就

炸开了锅,*哇噻0真漂亮0 $+*太

棒了 0 $我一看 !果然是名副其

实 ,这辆房车有两居室 !还有厨

房 +卫生间和餐桌 !装修得也很

漂亮 !车顶还有百叶窗 ) 果真是

应了那句广告词 ,*有房好 !有车

好!有房车更好0 $我非常喜欢这

辆房车 ! 举起相机拍了许多照

片 ! 同时在心底默默地对自己

说 , *长大后我也要买这样的房

车0 $

上周六上午 !我们小记者来

到市体育中心 !参加周口晚报组

织的*小记者逛车展 +拍名车 $活

动)

哇噻 0 好大的三辆房车 0 我

情不自禁地走进了房车里 ,木

制的橱柜下面是灶具和洗碗筷

用的水池 ! 旁边是干湿分离的

卫生间 ! 后面是一个柔软的大

床 ! 驾驶座后面还有一张小桌

子 !这张小桌子是两用的 !可以

放下来 ! 和两边的两条软沙发

凳合起来当临时床--这辆房

车深深地震撼了我 ) 据了解 !这

些房车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可

租可买 )

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一辆房车

跟前) 这辆房车是两层的!第一层

有一个长长的沙发+一张小桌子!

还有卫生间+洗衣机+厨房等) 第

二层有一张大床和一个小柜子)

看完车展!我们又到雪狼网球

俱乐部体验打网球)

上午的活动让我大开眼界!过

得那叫一个充实啊0

!辅导老师#文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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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作坊小学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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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时鲲鹏 编号#

$%88

今天上午! 妈妈带着我参加

了*小记者逛车展+拍名车$活动)

我们小记者集合后! 首先参

观车展) 我最感兴趣的就是房车

了 ! 这些房车看起来很小巧 !和

商务车大小相似! 但是功能非常

齐全 !里面有餐厅 +厨房 +卧室 !

还有卫生间呢0 人们可以在里面

做饭 +睡觉 +洗澡 +看电视--我

连忙拿出相机 !*咔嚓 + 咔嚓 $地

拍摄下来 ) 房车的价格也不太

贵!

"#

多万元就可以买一辆小型

房车! 一节车厢只要
$#

多万元)

我想! 等我长大工作了! 我要买

一辆房车! 带着爸爸妈妈到祖国

各地去旅游)

看完房车! 报社老师带着我

们来到雪狼网球俱乐部! 在教练

的指导下! 我的球技有了很大的

进步)

活动结束后!老师发给我们每

人一本%小记者佳作欣赏&!正是我

想拥有的一本书) 更令我高兴的

是!书里居然有我的两篇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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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实验小学五!

"

"班 梅若倩 编号#

$=98

我们和车模谁更美

原来房车里还可以做饭呀

机器人$我的最爱

我要成为下一个李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