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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姜睿 编号!

!"!""#

学校!周口七一路一小六"

!

#班

星期天上午!我正闲着无聊!忽然!

我家飞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枯叶蝶#

嘻嘻!让我观察一下它吧#看$它的翅膀

是咖啡色的!上面布满了叶脉!就像一

片枯黄的树叶!十分逼真%它的一对小

触角左探探&右探探!十分好玩%它的身

子灵活无比!一会儿从窗帘上飞到桌子

上! 一会儿又从桌子上飞到柜台上!真

是活泼又可爱呀$

枯叶蝶休息的时候一动也不动 !

就像死了似的 !我看它不想动 !便想

挑逗一下它 # 于是 !我找来一根小树

枝 !刚轻轻地碰了它一下 !它就立马

乱飞起来 # 我又团了个小纸球扔向

它 !想给它当玩具 !可是枯叶蝶哪里

懂得我的意思呀 ! 它立马警惕起来 #

当确定安全的时候 !它才碰了一下小

纸球 !玩了一会儿 !它大概觉得该走

了 !于是就飞到窗户边 !从窗缝里钻

了出去!飞走了''

我愣了一会儿! 觉得有点惋惜!因

为我想让它住在我家呢$ 过了一会儿!

我又想通了! 因为它是大自然的精灵!

最终还是要回到大自然的#

"辅导老师!霍瑞杰$

&'()*!+,

小记者!韩烨坤 编号!

!"!$"%

学校!周口闫庄小学五%

&

$班

周六下午!我有幸参加了周口晚报

的小记者新闻培训课# 这次培训收获颇

多!我知道了什么是新闻!如何写新闻!

怎样获取新闻线索!新闻和作文的区别#

作为新入门的小记者!能参加这样

的活动! 在老师的指导下开阔视野!广

交朋友!在培训中充实自己!提高自己!

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我也希望自己在

以后的生活&学习中!把今天学到的知

识学以致用!捕捉有意义&有趣的新闻!

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

哦!忘了告诉大家!为了对参加培

训的小记者进行鼓励! 培训结束后!每

名小记者还得到了两张室内游泳馆的

免费游泳票呢#

寓教于乐!劳逸结合!这样的活动

我喜欢!期待下次有更精彩的活动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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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段一凡 编号!

&"&'"%

学校!周口七一路一小四"

(

$班

今天一进家门! 就看见奶奶来了!

奶奶说()我给你带过来一只乌鸡!放在

楼下的鸡笼里# *我急忙下楼去看#

哇$它可真漂亮#一身雪白的羽毛!

爪子&嘴还有皮肤是黑色的!呀$ 它头上

还长着一顶黑冠呢!真神气#

下午放学!我迫不及待地跑到鸡笼

旁给鸡喂玉米# 它吃玉米的时候!嘴和

脖子一伸一缩的! 比钟表上的秒针还

快# 吃完玉米!我又喂它了几颗大青菜!

就在我往它碗里放青菜的时候!它可能

以为我的手是大青菜! 上去啄了一口!

把我的手啄了一个大口子! 还流血了#

)好痛呀*!我看了一眼乌鸡!它脖子上

的白毛都竖起来了! 黑冠比以前更黑

了!样子太可怕了!吓得我转身就跑#

"辅导老师!康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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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李昊城 编号!

&"##'%

学校!周口纺织路小学四"

'

$班

今天!我和同学一路欢声笑语来到

宽敞的会场! 参加小记者新闻培训活

动# 会场中心的天花板上!彩色的气球

随着空调的暖风飘荡!好像在向我们招

手!请我们快快入座#

老师先讲了写作文时要注意什

么 !又讲了如何写新闻稿 # 我一边认

真地听 !一边仔细地做笔记 !只怕漏

掉任何一个重点 # 课堂上 !我积极踊

跃地回答问题 ! 得到了老师的表扬 #

不知不觉这堂培训课已接近尾声 !最

后工作人员给我们发放了精美的礼

品 #

回家的路上 ! 我不停地给妈妈

讲我的收获 # 通过这次学习 !我知道

了如何写好作文 ! 怎样写好新闻稿

等 #

虽然学习的时间很短!但我的收获

却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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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韩蕊 编号!

&"#))(

学校!周口七一路二小五"

*

$班

我有幸参加了小记者新闻培训公

开课的活动!心里感到无比激动# 这堂

课老师给我们讲得生动有趣!我也学到

了不少新闻知识#

开始上课了!老师讲了如何参加活

动&投稿等事项!还告诉我们新闻写作

和采访的基本知识#

为了使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新闻

的定义!老师还为我们举了许多有趣的

例子# 如果想成为一名合格&优秀的小

记者!我们还要在生活&学习中有一双

善于观察的新闻的眼睛#

时间过得真快! 一节课就要结束

了# 这节课让我受益匪浅!不仅学会了

新闻!还懂得了记者为报道新闻要付出

很多心血#

"辅导老师!任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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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张静怡 编号!

!"+*#"

学校!周口榆树园小学六"

#

$班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我们送走了

#+&'

年!迎来了崭新的
#+&"

$ 在新的一

年里!我有些愿望想给你们说说#

我是一名小记者! 希望在这一年

里!我可以多多投稿!希望参加小记者

以后!我可以成为一个勇敢!独立!有毅

力的女孩# 希望在这一年里!我的学习

成绩如同时光一般飞速前进!成为全年

级的一颗璀璨明星#

我要感谢家人!在我成长的阶段里

给予我的鼓励&关心和呵护!在这里!我

想对他们说()我爱你们#*我还要感谢我

的老师和朋友!因为有了你们!我的学习

生活才会更加丰富多彩#

最后!我祝愿世界上所有的家庭都

美满!幸福!快乐# "辅导老师!李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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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朱婕 编号!

&"&*%%

学校!周口文昌小学六"

#

$班

清晨我还在睡梦中! 突然被一阵

)下雪了!下雪了*的喊叫声惊醒了# 我

急忙穿衣下床!打开门一看(啊$ 映入眼

帘的是一副巧夺天工的风景画# 一片片

平凡朴实的雪花!虽然没有牡丹那样鲜

艳的花瓣! 没有桂花那扑鼻的清香!但

是它拥有洁白的身姿#

)打雪仗了$ 打雪仗了$ *我很快地

加入到了小朋友的队伍中# 我们追逐

着!嬉闹着!早把寒冷抛在了一边# 大家

疯玩着!昔日的女孩子不再妗持!团雪

球!掷雪球!忙个不停# 男孩子更是左突

右挡!一往无前!欢乐的叫喊声把树上

的积雪都震落了下来#

我爱你 !雪 !你飘飘洒洒 !漫天飞

舞!你的身姿是那样的洁白!你的脚步

是那样轻盈!你是春天派来的使节''

雪的生命是短暂的!但它滋润了万

物#雪停了!阳光又一次照耀着大地#一

阵风吹来!地上&树枝上&房顶上的雪被

风吹起! 它们在蓝蓝的天空中四处飞

扬! 映照出一道道五光十色的彩虹!它

们要把最后的美展现出来!奉献给喜爱

它的人们#

我爱你!美丽纯洁而又无私的雪$

"辅导老师!曾庆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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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李慧杰 编号!

&"&,,+

学校!周口六一路小学四"

(

$班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觉!我

已经站在了
#+&"

年的新起点#

随着新年钟声的响起!我又长大了

一岁# 我现在已经是四年级的学生!学

习对我来说是第一位的! 我会在
#+&"

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争取取得优异

的成绩#

#+&'

年已经成为过去!我要把目标

放在
#+&"

年! 在新的一年创造属于自

己的快乐和幸福#

新年的钟声催促着我们要奋力向

前!为了自己的目标努力努力再努力#

我要把愿望变成现实! 相信只要为了

目标不断向前!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我

的愿望早晚有一天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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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何浩弘 编号!

&"#',%

学校!周口七一路二小三"

(

$班

周末!我有幸参加了)我是小小营

业员*体验活动# 一大早我就来到周口

儿童大世界!活动开始之前!老师给每

个小记者发了一张小纸条!要求写一则

对本次活动的感言#

活动开始了!我们五个人被分到了

专卖母婴用品的美贝美妈柜台!售货员

阿姨带领我们大致了解了店里的商品#

然后就开始正式)上岗*了#

对于第一次做)营业员*的我!这下

可难住了+ 刚开始的时候我不敢出声!

有点儿担心害怕!此时我的心却在默默

对自己说()何浩弘!加油# *

这时!一位阿姨和一位叔叔向我走

来! 于是我面带笑容大声说()叔叔&阿

姨!欢迎光临美贝美妈# *叔叔&阿姨对

我笑了笑!便走进了我们的店里# 经过

一番精挑细选!他们终于买到了所需的

商品# 看着他们高兴地离去!我感到无

比自豪!终于成功了#

时间过得真快!一上午的体验活动

结束了# 经过不懈努力!我大约招呼了

二十几位顾客!虽然有点累!但是我明

白了干什么事情都是一分耕耘一分收

获# 同时!也使我明白了爸爸妈妈挣钱

真的不容易啊$ "辅导老师!李小玲$

编辑
!

关秋丽
-./01234567894:&$*;<=/

>(

版

!"#$

年
"

月
$

日 星期一!"#$%&'

IIJ

小记者!赵一霖 编号!

&"&"*$

学校!周口七一路一小"星语文学社$

春天的到来!使小草轻轻地发芽了"

夏天的到来!使树木轻轻地茂盛了"

秋天的到来!使树叶轻轻地落地了"

冬天的到来!使白雪轻轻地飘落了"

轻轻地!轻轻地##

生病了!妈妈轻轻地拥抱着我"

摔倒了!同学轻轻地搀扶着我"

难过了!爸爸轻轻地安慰着我"

失意了!老师轻轻地抚摸着我"

轻轻地!轻轻地##

轻轻永远在每个人心里荡漾$

"辅导老师!雷秀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