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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六一路小学四!

!

"班 史峻宇 编号#

"#$%

!!!!!!!!

月
"

日是第十五个记者节! 周口晚报社组

织小记者及家长"与大记者一起举行了一次亲子互

动活动"共庆记者节!

当日下午两点半" 活动在市体育场拉开帷幕"

比赛项目有两人三足#袋鼠跳#运气球#滚铁环和跳

绳! 其中让我最兴奋的要数运气球了!

运气球是项目中较难的一项"要求家长和孩子

背靠背#手拉着手"把吹好的气球放在两人的背中

间"往返
#$

米跑一次!在跑的过程中气球不能掉下

来或者挤破"否则"不予计成绩!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爸爸接过裁判递过来的

气球"两下就把它吹好了"紧接着又用手挤了挤"试

了试气球的弹力后才把气球打结封口! 做好准备

工作后"我和爸爸试着侧身跑了几步"感觉还不错!

爸爸告诫我说$%在侧身跑的过程中" 眼睛要往前

看"跑直线"不要弯腰"否则"气球容易掉下来"两人

身体要保持平行"步调还要一致"这样才能跑出好

成绩!&我坚定地回答说$%记住了"我一定配合好!&

爸爸又鼓励我说$%比赛开始后要大胆往前跑"爸爸

是你的坚强后盾!&听了爸爸的话"我变得更加自信

了"深呼一口气"我和爸爸蓄势待发!

只听裁判的哨声一响"我和爸爸像离弦的箭一

样向前冲去! 气球在我和爸爸之间变得很听话"我

和爸爸步调一致"一路领先"第一个跑到了折返点!

爸爸喊了声$%停"往回跑!&我使出吃奶的力气向终

点冲去!其他选手也不示弱"紧紧咬着我们不放"

%$

米#

&$

米#

'(

米''由于刚参加完前两个项目"这

时我的体力有些不支"速度也慢了下来! 爸爸立即

拽紧我前面的手"后手推着我的身体"一边喊%一

二&"一边喊%加油&!

)$

米#

(

米''我们终于冲出

了终点线!

我和爸爸转过身体"看着彼此头上的大汗"会

意地笑了! 爸爸用他那宽大的臂膀把我拥在怀里"

夸奖我说$%儿子"真棒( &这时"裁判宣布比赛结

果"我们得了第二名!

虽然是第二名"但我和爸爸很满意)))我们

尽力了( 后面还有比赛项目" 我们继续去争#去

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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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五一路小学四!

"

"班 张瀚方 编号#

&'(!

!!!!!!!!

月
"

日是第十五个记者

节"我们百余名小记者及其家长齐

聚市体育场"和大记者一起举行了

亲子活动!

当天的活动内容有两人三足#

袋鼠跳#运气球#滚铁环#双人跳绳

等!

第一个活动是两人三足!我和

妈妈是第一组的"由于妈妈绑得绳

子有点松"刚走了几步"绳子就滑

下来了"妈妈不得不重新绑绳子!

接下来"妈妈喊着号子"我们步调

一致快步走完了全程"最终排在了

第五名!

第二个活动是袋鼠跳!我是我

们组唯一一个跳完全程的"但就是

速度有些慢"排在了倒数第二名!

第三个活动是运气球!妈妈吹

的气球有点大"气球总是飞起来"

结果被其他选手远远地甩到了后

面!

第四个活动是滚铁环!我和妈

妈都没有玩过这个游戏"怎么滚都

滚不动"急得我们一头汗"最终又

落到最后一名!

第五个活动是双人跳绳!我和

妈妈一分钟只跳了
((

下" 成绩一

般!

通过这次亲子活动"增加了我

和妈妈之间的感情! 我希望今后

多参加这样的活动!

!辅导老师#苗萍"

./0123 周口一中七!

%

"班 程书鉴 编号#

"%((($

!!!!!!!!

月
"

日"我参加了由周口晚报社组织的%玩

亲子游戏 共度记者节&活动"和大记者一起度过了

一个愉快的记者节!

当天的比赛项目主要有两人三足# 滚铁环#袋

鼠跳等!第一项比赛是两人三足!裁判一声令下"比

赛开始了" 我和妈妈按照规则要求迅速向前冲去!

刚开始"我们配合得比较默契"速度也快"很快到了

近返点!可是回来的时候"由于绳子绑得太紧了"我

的腿有些疼"再加上体力渐渐跟不上"我们的步调

开始不一致了"虽然拼尽了全力"我们也仅仅得了

第三名!

接下来是袋鼠跳! 这个游戏挺好玩"很多人提

着编织袋同时跳"还真像一群活蹦乱跳的袋鼠呢(

可笑的是" 一些人由于没有认真听讲解员讲解游

戏规则"脚踩在编织袋里直接就走过去了! 我呢"

在去的途中跳得还挺快"第一个到达了折返点"可

是在回来的途中不小心跌了一跤" 结果只得了第

四名!

滚铁环开始了! 这个游戏"我们小记者大都没

有见过"家长玩过的也很少"所以"拿起铁环"一个

个都笨手笨脚的"不知如何下手! 妈妈小时候玩过

这个"轮到我们这一组比赛时"她很顺利地把铁环

滚到了头!

在大家的欢笑中"游戏结束了!我恋恋不舍地

离开了市体育场!

!辅导老师#贾素敏"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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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成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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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三足

袋鼠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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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小记者提供多样化的增值

服务" 同时增加商家品牌效益及影响

力"即日起"周口晚报小记者活动中心

将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联盟商家等各类

%合作伙伴&"欢迎社会各界积极与我们

联系"让周口晚报小记者团架起我们互

动的桥梁"实现合作共赢!

一$征集对象

书店!影城!景区!休闲场所!美食

餐饮!民生服务!文化艺术!科学教育!

医疗卫生!交通运输!品牌连锁机构等

青少年相关用品"

二$合作条件

':

有独立法人资格!过硬的服务质

量和接待能力"

8:

具有良好的信誉品牌#在周口乃

至全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

为小记者或家长提供各项专属

优惠$免费!半价或其他优惠%#且有利

于小记者的成长和发展"

三$招募程序

':

向周口晚报小记者活动中心提

出申请"

8:

周口晚报小记者活动中心工作

人员现场参观#商谈合作事项"

四$权责事项

':

相关权益

一旦成为&周口晚报小记者商家联

盟或活动基地'#将享受品牌宣传和推

广的各项优惠"

在(周口晚报)小记者周刊*及小记

者官方微信平台对联盟商家或活动基

地宣传介绍"

8:

相应义务

&周口晚报小记者商家联盟或活动

基地'有效期一年" 服务质量自觉接受

媒体监督#并提供品质优良之服务" 若

一年期间出现两次以上家长! 学生投

诉#并经媒体核实#取消其商家联盟及

活动基地资质"

五$联系地址及洽谈热线

周口晚报小记者活动地址+周口市

周口大道报业大厦
''

楼# 联系电话+

'@(A888BB)> )@(A888BBB>

"

周口晚报小记者商家联盟对小记者的优惠措施#

):

快易典专卖店优惠措施+凭小记者证到文明路房管局

楼下快易典专卖店购买商品可享
A

折优惠#电话+

"8@A"">

"

8:

睿源教育)新概念学校优惠措施+凭小记者证到六一

路睿源教育)新概念学校报名龙班或精品班可享受优惠#电

话+

"88B""A

"

@:

九阳生活馆优惠措施+凭小记者证到文明路九阳生活

馆购九阳产品可享
A:(

折#电话+

"8@B"88

"

=:

雪狼网球俱乐部优惠措施+凭小记者证到市体育馆#

可免费体验网球运动一次# 报名学网球可享
A

折优惠#电

话+

"A@8AAA

"

(:

神墨教育优惠措施+凭小记者证到六一路神墨学校学

习 # 赠送奖学金卡
(B

元 # 可抵减报名学费 # 电话 +

)("@98AA)A8

"

9:

平顶山二郎山!龙潭峡景区#漯河鸟艺园景区#开封天

波杨府!包公祠景区#焦作峰林峡景区等优惠措施+对
8B)=

年度小记者持证免门票#对小记者家长实行免票或优惠"

>:

卡琪屋童装+凭小记者证到六一路小学东
(B

米路南

卡琪屋童装专卖店消费#可享受
>

折优惠#并送麦子)手工

精油皂一块" 电话+

"(@A"A(

小记者商家联盟征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