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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周雨晨 编号!

!"#$%&

学校!商水县直一小六"

#

#班

!

月
"#

日! 我随其他小记者一起来到

漯河神州鸟园游玩"

刚进神州鸟园大门!我就听到一首首

优美的 #歌曲 $!原来是数百只喜鹊在叫 %

俗话说!喜鹊喳喳叫!好事要来到!这就是

&喜鹊迎宾$啦'

接着!我们观看了&孔雀东南飞 $表演 %

只见一只只孔雀在空中翩翩起舞 !自由

翱翔 !美丽极了 ' 在鹦鹉园里 !我看到

了各种各样的鹦鹉 !有牡丹鹦鹉 (鸡尾

鹦鹉 (虎皮鹦鹉)*它们好像在对我们

说 + &欢迎来到神州鸟园 ' $最后 !我们

观看了鸟艺表演 !有单杠 (翻滚 (投球 (

跳舞 (骑单车**真是精彩极了 '

这次采风活动!不仅增长了见识!还开

拓了眼界!我真是太开心啦'

"辅导老师!王永梅$

%&'()*

小记者!王涵 编号!

!"#!%'

学校!商水县直一小五%

"

$班

$

月
%

日! 我们小记者从商水出发!车

行两个多小时后!到达开封海洋馆%在那里!

我有了一次亲密接触海豚的机会%

一走进海洋馆!我立刻被千奇百怪的海

洋动物所吸引%我最喜欢的是水母和海豚表

演%水母没有嘴巴!行走完全靠触角!我对此

感觉不可思议'海豚会学人走路(会倒立(会

在水里与人戏耍!它们的精彩表演更是令我

难忘%

最让我兴奋的是!以前我只是在电视里

看过海豚表演! 那一天不仅能近距离观看!

还和海豚有了亲密接触% 海豚表演期间!饲

养员现场挑选两名观众到舞台上与海豚比

赛转呼啦圈!胜者可以触摸海豚% 许多观众

在呐喊声中举手参赛!我也举手了%没想到!

我成了其中一只幸运观众%

经过几分钟的角逐! 我比赛赢了对手!

获得了亲密接触海豚的机会% 海豚远看胖乎

乎的!我本以为它的皮肤像海绵一样柔软且

滑溜!但触摸后发现!它的皮肤像鹅卵石一样

硬% 通过触摸海豚!我深深明白了一个道理+

无论看什么东西!不能只看表面现象!只有自

己亲身体会了!才能真正了解% 没有调查!就

没有发言权%

这次开封之行! 不仅开阔了我的视野!

还让我看到了神奇的海洋世界!增长了很多

知识% 以后这样的机会!我不会错过%

+,-./

小记者!李子菡 编号!

!"#'()

学校!商水县直一小五"

'

$班

前段时间! 我写的作文在金色家园杯

&我的寒假生活$ 有奖征文比赛中获得二等

奖%

一天早上! 我和妈妈匆匆地来到阳城

公园参加有奖征文颁奖仪式% 台上主持人

面带笑容宣布+&下面! 我宣读一下获奖小

记者的名单% $当听到&二等奖!李子菡$的

那一瞬间!我又激动又紧张!心情好久才平

静下来%

随后! 主持人让获奖小记者上台领奖!

我高兴地走上领奖台!看见台下的小记者向

我投来羡慕的目光!那时我觉得我是世界上

最幸福的人%接下来的环节是颁发奖品%哇!

我的奖品是一套漂亮的文具盒!里面有铅笔(

铅笔刀等学习用品!我心里乐开了花%

这次我写的作文能获奖!我真高兴'

"辅导老师!冯晓红$

01

小记者!王晗语 编号!

!"#*)!

学校!商水县直二小三"

"

$班

我叫王晗语!今年
%

岁了!在商水县直

二小上学% 我有一张圆圆的脸!一双不太大

的眼睛! 高高的鼻梁下长着一张樱桃小嘴!

说起话来滔滔不绝%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爱看书% 每次上图

书馆发现一些有趣的书!我都会让爸妈给我

买%几天前的一个晚上!我和家人出去吃饭!

很晚才回家% 上床以后!我迫不及待地打开

,丁丁历险记-看% 刚看了一会儿!妈妈就对

我说+&晗语!关灯吧!别看了!太晚了%$我把

妈妈的话当耳旁风继续看书% 妈妈生气了!

怒气冲冲地跑过来把我屋里的灯给关了%等

妈妈走后! 我慢慢地站起来摸索着把灯打

开!哈哈!我又可以看书了%

这就是我!一个爱看书的小女孩!你愿

意和我交朋友吗.

"辅导老师 !王侠杰$

23455

小记者!张歌歌 编号!

!"#)(*

学校!商水县直二小六"四$班

一天晚上!我和妈妈一起去逛街!在街

头遇到的一位残疾老爷爷!让我感慨万分%

那晚!我和妈妈走到小吃街时!一阵奇

怪的声音引起了我的注意!一看!地上坐着

一位双腿残疾的老爷爷%只见他的双腿是盘

着的!两只手里握着一个奇怪的东西% 他用

那个东西往前面一挪!用手臂的力量让自己

往前进一步% 那奇怪的声音!正是老爷爷手

里握着的东西下面的铁板摩擦地面发出的

声音%我注意到!他穿的是蓝色汗衫!已经很

破旧了%

看到老爷爷艰难的样子!我想!我一定

要好好学习!等自己长大有了本领!一定多

关注像老爷爷这样的弱势群体!让这个世界

充满爱% "辅导老师!程琳$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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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星期一

版小记者!商水版 8$

!"#$" %&'()

商水县小记者 !月份主题活动!

为弘扬全民健身!积极倡导时尚(健康(

向上的生活理念!

$

月
!9

日! 本报将联合商

水县阳城志愿者协会(#金色家园$等社会团

体和爱心企业!倾情推出#大手拉小手 亲子

健步走$暨全民公益健康走活动% 活动旨在

彰显小记者及家长(志愿者和县城居民的青

春与活力!诠释团结与友谊!传递健康与欢

乐!展现商水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此次活动! 不仅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健

康!还将为促进亲子间的关系搭建起一座桥

梁% 亲爱的小记者!走一走就有奖!你还在等

什么. 千万不要错过这个锻炼的好时机呀'

活动说明!

35

参与人员!商水县全体小记者"

"5

活动时间!

$

月
!9

日
#

时"

!5

集合地点!周商大道与纬三路交叉口

金色家园商铺广场#城关乡政府对面$%

:5

小记者参与活动时&需携带小记者证'

帽'包'笔'本等采访装备"

$5

小记者参与活动时&至少有一名家长

陪同&最好是爸爸或妈妈" 因为是亲子活动&

必须家长陪同"

45

活动开始前&小记者统一领取并换上

赠送的
;

恤衫&小记者家长可领取遮阳帽子

一个(小记者和家长&根据需要都可以免费

领取矿泉水(活动结束后&参与者凭运动图

标进行幸运大抽奖&有篮球等健身类奖品等

你拿%

<5

健步走路线!金色家园商铺广场#起

点$

!

周商大道
!

章华台路
!

老城路
!

纬三

路
!

金色家园商铺广场#终点$&全程约
$

公

里&历时
3

小时左右%

#5

活动结束后&小记者可写一篇感言或

作文 & 作品发送至商水小记者投稿邮箱 !

-./0(-1234!567(

% 活动详情&请关注商水

小记者家长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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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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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马艺恒 编号!

!"#!+%

学校!商水县直一小三"

)

$班

$

月
%

日!我们商水小记者一起去开封

海洋馆游玩%

走进海洋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两头白

鲸!它们摇动着尾巴向我们游来!好像欢迎

我们的到来% 随后!我见到了大鲨鱼(魔鬼

鱼(地图鱼(鸭嘴鲟等好多我未见过的海洋

动物%

39

时
!9

分许!#美人鱼 $表演开始了 %

剧情大致是 +一个 #美人鱼 $出来散步 !正

好和一个王子相遇!它们一见钟情% 接着

他们伴着音乐跳起了优美的舞蹈!让我们

看得如痴如醉% 通过海洋隧道时!各种各

样的鱼向我们游来 ! 我好像置身在大海

里% 让我最激动的是海豚表演!在动听的

音乐声中 !一只海豚做顶球表演 !另外
!

只海豚同时和两位小朋友比赛转呼啦圈%

小朋友使足了劲儿转呼啦圈!海豚也不甘

示弱 !大家顿时高呼起来 !鼓掌 (喝彩 (拍

照 !现场一片沸腾 % 表演中 !看到海豚突

然把驯兽师顶了起来!全场爆发出雷鸣般

的掌声%

表演结束后!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海

洋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