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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一天然面粉"发起的!加入超大规模饺子赛#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活动#报名时间已经截止#

!"

地市报名总人数达到了
!#$$$

人$主办方今天会逐一发审核通知#但由于个别地市场地有限#有些区域报名的选手不能全部参赛$主办方在此表示歉意#后
续会优先组织没能参赛的消费者参加全省联动的亲子面食大赛$

!!!!!!

需提前报名!通过审核才能参赛

因为报名火爆!场地有限!所以主办方会以

"先报先得#的审核原则确认大家的报名是否通

过!并在
%

月
&

日至
'!

日发送审核通过确认短

信$ 在此期间敬请关注手机短信!还请注意查看

垃圾短信!也许"审核通过确认%被您的手机拦

在垃圾短信里$

凭入场券进场!按号就位

通过审核后!凭主办方
&

日至
!!

日发送的

通过审核的验证短信!在
!(

日的活动现场或提

前在主办方确定的地点领取入场券进场! 现场

需按入场券进场并按入场券上编号就位$ &幼儿

园组团参加活动者! 凭通过审核的验证短信向

老师领取活动入场券'

请参加活动的选手按参赛人数自备擀面杖

和小勺子

擀面杖和包馅料的小勺子需要每位参赛者

自带! 即你报名参赛多少人就自带多少个擀面

杖和小勺子!这将是您参赛的必不可少的工具$

不可带任何辅助工具

为了参赛的公平性!也为了我们的(最大规

模烹饪课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荣誉% 能够成功

取得!不得带如擀皮器!包饺子器等包饺子辅助

工具$

不得带任何危险品

任何刀)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放射

性物品等危险物品禁止带入*

我们将在入口处安排安检! 为了您和孩子

们的安全!所有危险物品绝对禁止*

挑战时间"

+,-.

年
%

月
-(

日
"/0,

开始进场!

&

+

%,

停

止进场$

参与者凭审核通过短信! 现场领取入场券

后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安排! 以
.,

人一组进场!

进场后按号就位!一人一号$ &组团参赛的幼儿

园!听从幼儿园老师的安排'

如果您想与认识的朋友组团参赛! 可在入

场前提前结合!

.,

人一组!统一找现场工作人员

领票!由团队专用入口!统一进入$

-,/,,

挑战正式开始$

统一听从授课开始和结束的指令!

-"

地市

视频直播!同步开始$

挑战规则"

吉尼斯世界纪录 )*第三方认证对于人数的

统计非常严格$ 除了唯一官方微信报名!凭入场

券入场等统计人数外!更重要的是!河南全省
-"

地市同步直播! 烹饪课的授课开始和结束必须

保证
-"

地市完全统一! 否则会因为不同步!整

个场地将被取消参赛资格$

所以请每位参与者统一听从授课开始和结

束的指令!必须保证
-"

地市统一开始!统一结

束$

现场听烹饪老师授课后! 听从烹饪老师口

令!半个小时内完成揉面!擀面皮!包饺子!煮饺

子!吃饺子一系列动作$

包好的饺子每位选手煮一个
1

且必须吃掉!

其余的可以带回去&需提前自带餐盒'$

煮完饺子后有
($

分钟确认时间!此期间参

赛选手若临时有事! 需将入场券附卷交给出口

管理人员!

.

分钟以内返回现场,超过
.

分钟!该

选手不计入有效人员名单! 也将不能颁发挑战

吉尼斯世界纪录参与证书$

要点"

-2

听从授课开始和结束的指令! 做到统一

开始!统一结束,

(3

统一听从烹饪老师口令! 完成包饺子动

作,请您一定不要提前开始或离场,

03

认证确认等待期间如果离场!

.

分钟以内

必须返回现场,

%3

所有的选手都要独立完成所有流程$ 所

以!请您提前在家教会孩子擀面皮)包饺子$

您的疑问解答如下"

如何得知是否报上名!通过审核#

因为报名火爆 !场地有限 !所以主办方会

在报名时间截止后!以"先报先得%的审核原则

确认大家的报名是否通过! 并在
&

日至
!!

日

主办方会通过短信发送审核通过确认短信$ 请

&

日至
!!

日关注手机短信!并注意查看手机拦

截短信 !避免 "审核通过确认 %被您的手机拦

截$

挑战地点#

可查看官微历史消息包饺子共创 "吉尼斯

世界纪录 )*荣誉%参赛地点详情,

&

日至
!!

日发送的审核通过短信将详细告

知大家详细挑战地址,

后续回复关键字"地市名称%&如+"郑州%'!

为大家提供导航服务$

饺子什么馅#

为了大家的健康!面粉和饺子馅
!"

地市统

一一致+

面团统一由河南
",4

以上幼儿园指定专供

的一加一天然面粉制作$

饺子馅选用脾胃养生饺
5

胡萝卜)豆腐)包菜

馅&清真!素馅'!利于脾胃健康
6

配方由省实验幼

儿园营养专家朱春兰老师提供$

面团和饺子馅统一由中央厨房配置$

如何闯入包饺子总决赛#

挑战现场会给大家更多互动与惊喜! 敬请

期待$

官方微信会适时推出挑战细节! 问题统一

回复!活动进程!活动互动等$ 也将在活动后期

发布"挑战现场精彩图片%供大家下载等更多互

动活动$ 为了您能及时了解活动进程及活动细

则请注意关注官方微信$

请关注二维码可以导航到参赛地点$

我市参赛地点!周口市七一路与富民路口南 !""米一鸣幼儿园 咨询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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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张燕 文
!

图

本报讯
%

月
&

日上午 !"青春为周口

点赞 % 周口市中学生
'%

岁集体生日庆祝

活动在第十九初级中学举行 $ 活动中 !学

生们品尝蛋糕 !放飞鸽子--同时 !家长 )

老师也为即将踏上青春征程的学生送去

真挚的祝福$

此次活动是由市文明办)团市委)市教

育局主办$ 当日上午!在优美的乐曲中!活

动正式拉开帷幕%如图&$ 随后!在少先队退

队仪式上!学生们重温入队誓词!挥手告别

稚气天真的童年! 肩负起理想与责任向青

春迈进$ 面对如此情境!家长也颇有感触$

.孩子!当你还睡在我肚子里时 !有空我就

跟你说说我们之间的悄悄话 / 我知道 !从

此! 我和你脉搏相连在一起--今年你
'%

岁了!长大了!意味着你可以独自承担人生

的风雨--爸爸妈妈也有许多人生经验想

与你分享交流 !关于爱情 )关于人生 )关于

事业--%$ 陈艳丽作为家长代表上台!朴

实的语言打动了在场的学生$

活动开始前! 每位学生都收到了一封

父母写的家书! 这是学校为学生准备的一

份特殊的礼物$ 活动进行到默读家书环节!

学生才把信从兜里拿出并打开$ 此时操场

一片安静!能清楚地听到翻阅纸张的声音$

随着时间流逝!渐渐听到微弱的抽泣声$ 家

书没有华丽的辞藻! 但是却情真意切$ 其

中!一位母亲写道+"小时候!你就是大家嘴

里的小0仁义1!不爱哭)不爱闹$ 姥爷每周

都让你坐到他脖子上!去动物园看老虎)狮

子$ 你还喜欢下象棋!并且一学就会!还能

和姥爷这个老棋手 0对战 1!你知道妈妈有

多高兴* 后来!上小学后!姥姥就牵着你的

小手上下学! 就这样一走就是
.

年--如

今! 你已经长大了! 大家看到你的不断进

步!都很高兴$ 儿子!你是妈妈唯一的宝贝!

愿做你最亲最近的朋友--今后的路还很

漫长!妈妈也许做不到任何事情为你遮风挡

雨!所以你要坚强!有担当)有责任感$ #

随后!学生们一起站起来!向坐在一旁

的父母深深地鞠躬! 表达他们的感恩之情$

一些学生感慨地说+.以前任性) 乱发脾气!

常使爸爸伤心)妈妈落泪!现在想想很后悔$

今后我一定改掉坏脾气! 做些力所能及的

事!让他们开心$ #

最后!千名学生共同朗读2少年梦 中国

梦3!梦想就此点燃!青春就此点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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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朱东一 通讯员 李书洲

本报讯
%

月
&

日上午 !市民赵先生接

到一个电话 !电话中的男子自称是周口市

公安局的$ "他说我的卡被盗刷了!需要我

提供卡号和密码$ %赵先生说$

"我查询发现
,0&%?"!((!!,

!确实是

公安局的电话 $ 但是仔细一看 !这个电话

号码中多一个0

,

1!是
,,0&%?"!((!!,

$ %赵

先生说 $ 昨日上午 !记者联系周口市公安

局的工作人员$ 据介绍!警方在办案中!不

会向市民索要银行账户和密码 !也不会让

市民将个人财产转入所谓的 "安全账号 %$

这位工作人员说 !一些老年人 !因为年龄

大与社会接触相对少 !更容易成为不法分

子的侵害对象 $ 对此 !警方提醒广大市民

尤其是老年人 !如果遇到类似情况时要提

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据了解! 目前周口市公安局
!!,

指挥

中心接到关于电话诈骗的报警十余起 $

"对当前发生的这些诈骗活动 ! 公安机关

正在加紧侦查打击 $ %市公安局办案民警

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