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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闫庄小学六!

!

"班 李玖润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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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气球别掉了"快到终点了"坚持

住" #想知道我正在干什么吗$那就跟我回

到
&&

月
'

日的小记者亲子运动会上吧"

这是周口晚报为庆祝记者节而举

办的小记者亲子活动 % 第一项比赛是两

人三足 & 为了积累更多的经验去应对

'战斗 (& 我和爸爸一直在赛场边观战 %

终于轮到我了 &我很紧张 %比赛开始 "我

与爸爸对了个眼色 &深吸一口气 &一起

先迈出了被绑住的腿 &好 &就这样 " 我和

爸爸快步向终点奔去 % 好 &快到了 " )唉

呦 " (我突然摔了一跤 % 这下可好 &我们

原本是第一名 &有两个人迅速超过了我

们 % 我忙爬起来 &用手摸了一下终点线 &

又拐弯往回跑 % 好 &超过了一个人 " 哎

呀 &天呀 &我竟然又摔倒了 " 还是爸爸反

应快 &一下子把我拉起来 &但仍有一人

超过了我们 % 最后 &我们只得了第四名 &

唉 &第一局惨败 "

接下来&还进行了运气球*袋鼠跳*跳

绳*滚铁环等游戏% 其中&滚铁环我觉得很

有趣&虽然没有拿到名次&但这个项目让

我体会到了爸爸童年时期的乐趣%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活动也结束了&

这次活动带给我的是满满的快乐%

!辅导老师#袁琳"

#+,-.

周口八一路二小四!

"

"班 张云博

编号#

"&$&

&&

月
'

日下午&天气晴朗&我和爸爸

妈妈早早吃过午饭& 做好了一切赛前准

备&因为下午有小记者亲子运动会&比赛

成绩好的还有很多奖品呢%

下午
!

点
&#

分&我们到了市体育中心

的田径场% 田径场可真大啊& 有跑道*沙

坑*篮球场等运动场地&小记者们更喜欢

在跑道和草坪上玩耍%

随着一声哨响& 亲子运动会开始了%

第一项运动是绑腿跑&我和爸爸来到起跑

线上做好准备% 比赛开始了&爸爸背着我

转了三圈&然后迅速把我们俩的一条腿绑

在一起% 起跑口号响起&我嘴里喊着+!一

二&一二% (跑着跑着&由于没有经验&我们

绑腿的绳子掉了下来&把我的鞋子也绊掉

了&耽误了很长时间% 这项比赛我们没能

进入前三名&不过我们也很高兴&因为我

们努力了%

我和爸爸约定&下个项目一定要进入

前三名% 亲子接力滚铁环开始了&口哨一

响&爸爸滚着铁环冲我跑来&我在对面给

爸爸加油打气&我很激动&这项运动我以

前可没玩过啊% 爸爸提前在家告诉过我&

滚铁环时要先推一下&然后拿着那个铁棍

掌握好铁环的方向就行了% 按照爸爸说的

方法&我取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一名%

这次亲子运动会&让我们在快乐中锻

炼了身体&也让我懂得了人外有人*天外

有天的道理% 今后&我要养成锻炼身体的

好习惯&争取在下次运动会上取得更好的

成绩%

!辅导老师#张红霞"

成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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稾瓜君免费征集体验者啦
!!!!!!!!

亲爱的小记者们$你们是否想亲自体验一下稾瓜手表给大家带来的乐趣

呢% 现在$机会来了& 即日起$小记者活动中心与稾瓜周口代理商联合推出稾瓜

亲子智能手表体验活动'每期
!"

位名额'每个小记者将体验后的感受写成作文

发至小记者邮箱
#$%&'(#)!*+,-./

$还能得到精美的小礼品哦& 快快行动吧&

稾瓜体验店!周口"#市区七一路

与大庆路交叉口儿童大世界一楼

预约体验电话#

!012+*3"441

稾瓜手表不简单

周口作坊小学五!

(

"班 赵万祥 编号#

!'('

说起手表&大家都知道&也都用过&就

是一个看时间的工具&最多不过添加了计

算器*秒表等简单的功能% 我给大家说的

手表可不简单&它是一款亲子智能手表&具

有非常强大的功能&它的名字叫稾瓜%

&&

月
'

日记者节这天下午&我们小记

者在周口晚报老师的带领下&参加了亲子

活动% 在最后的跳绳比赛中&我获得了小

组第一名&还获得了体验一周稾瓜亲子智

能手表的机会% 拿着外表像小精灵似的稾

瓜手表&我简直爱不释手&马上让爸爸下载

并安装了稾瓜手机客户端&进行了手表绑

定&完成了登录&开始了神奇的稾瓜体验之

旅%

首先&我尝试的是亲子对讲功能% !爸

爸&你在哪儿呀$ ( !我在单位上班呢&你要

好好复习&迎接期中考试啊" (!好的&我会

努力的" (清晰的语音在我和爸爸之间流

淌&可比手机的微信功能简单*方便了许

多&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接着&我又体验了一键求助功能%假如

我出现了一些 !意外(& 就可以主动发送

=>=

信号&寻求爸爸的帮助&让爸爸及时

赶来救我&这样我就安全多了% 之后&我又

开启了安全围栏功能&爸爸对我的一举一

动都了如指掌&如果我超出了划定的地图

范围&就会进行提醒&简直比,西游记-中孙

悟空给唐僧画的保护圈还有用% 最后&我

又把稾瓜亲子智能手表的其他功能逐一进

行了体验&比我想象得还要神奇很多%

一周的稾瓜亲子智能手表体验之旅快

要结束了&稾瓜手表要交还给报社了&可我

还真有点恋恋不舍%

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拥有了属于

自己的稾瓜亲子智能手表&正在偷着乐呢"

!辅导老师#赵娟"

神奇的稾瓜

周口市莲花路小学四!

"

"班 陈昱涵

编号#

"!&%

大家一定吃过瓜吧$ 西瓜* 木瓜*苦

瓜*甜瓜*哈密瓜..但是你一定没见过

稾瓜吧$ 事情是这样的&我参加了周口晚

报举办的小记者亲子活动&有幸获得了稾

瓜手表体验一周的名额/

听报社的叔叔阿姨讲&稾瓜手表有定

位守护*亲子对讲*成长见证*呼朋唤友*

远程收听*一呼即应*查看轨迹的功能% 一

回到家&我就迫不及待地请老爸帮我把稾

瓜手表设置好% 爸爸告诉我&爸爸和妈妈

的手机已经和手表绑定在了一起% 手表内

有一个内置的
=?@

芯片卡&只要爸爸和妈

妈的手机处在上网的状态下&就能随时和

我通话* 查看我所在的位置和行走的轨

迹%

星期一上学时 & 我戴着心爱的稾瓜

手表来到学校 & 而且把袖子卷得高高

的% 刚进教室& 眼尖的同桌一下子就看

到了我手腕上的稾瓜手表 & 大声嚷道 +

!陈昱涵 &你的手表很漂亮呀 " (我自豪

地回答 + !它不是普通的手表 & 不但漂

亮&还有和爸爸妈妈对话的功能呢" (同

桌的表情&那叫一个羡慕呀"

一下课& 小伙伴们便好奇地围着我&

问这问那% 突然&我的手臂一麻&听到!嗡

嗡(声响&低头一看&稾瓜手表上的两个键

都在闪&就知道有信息进来% 我按了一下

长键&只听到妈妈说+!宝贝&到妈妈办公

室喝点水% (我先按短键&再按住长键对着

稾瓜手表说+!妈妈&知道了&马上到% (你

是不是要问& 下课
&#

分钟能去找妈妈吗$

能&因为妈妈是我们学校的老师%

通过稾瓜手表的试戴&我第一次成了

小伙伴们的焦点呢"

!辅导老师#白纪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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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六一路小学五!

)

"班 李哲帆

编号#

!#$8

&&

月
'

日是记者节&周口晚报小记者

活动中心组织我们小记者举行了一次亲子

活动%

下午两点半 & 我们来到了比赛场

地000市体育中心的田径场%一进门&就看

到许多家长和孩子&热闹极了%老师吹了一

声哨子&现场瞬间安静了下来&老师开始给

我们讲活动规则%本次比赛一共五个项目&

十个家庭一组&每组取前三名%

比赛开始了&第一场是绑腿走&我和妈

妈分到了第六组%刚开始有人跌倒&掌握了

方法后&就可以全速前进了%我和妈妈一边

看别人比赛&一边总结着经验%

到我们这一组上场了& 妈妈刚开始绑

得松&一看别的家庭都绑得挺紧的&也赶紧

改变了方法% 看见别的队员一个个跌倒了&

我心里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感觉% 可是&一会

儿我和妈妈也跌倒了& 我们也由刚开始的

第一名& 一下子变成了第四名% 妈妈告诉

我&奖品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开心就好%

第二场比赛紧接着开始了& 比赛项目

是袋鼠跳%我站在袋子里开始跳&虽然跳得

很远&可是速度太慢% 这场比赛&我的成绩

非常不理想%

第三场比赛是夹气球% 我和妈妈个头

差不多&应该会取得好成绩&但是我和妈妈

配合得不是很默契&因此只取得了第五名%

第四场比赛是滚铁环% 这次&我相信

一定会成功的& 因为妈妈是农村长大的&

小时候经常玩滚铁环&结果我们取得了第

三名%

比赛接近了尾声& 小朋友们相互分享

着比赛成果&高兴得手舞足蹈%通过这次活

动&更增加了我们和父母之间的感情%

!辅导老师#刘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