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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互动小游戏

培养一家人默契

上午 10 点,小记者们一走进蛋
糕店,迎面而来的浓郁奶香让小记
者们垂涎欲滴。孩子们被厨柜中各
种各样的蛋糕所吸引，不仅暗暗地
流口水，同时也更加迫不及待想要
大展身手。

为了增加家长和小记者们互
动,活动开始前,小记者们先进行了
热身运动 ,和家长一起做亲子游
戏。游戏的规则是将家长的一条腿
和小记者的一条腿绑在一起，共同
前进，看看哪组速度最快。看似简
单的游戏，其实考察的是彼此之间
的默契，需要家长和孩子的配合 ,

必须劲往一处使才能共同前进。
游戏开始后,有的家长和孩子

边喊着口号边前进,很快就进入不
错的状态。但也有部分家长和小记
者遇到不少难题,一不小心就会被
绊倒 ,或者怎么也走不起来。几轮
游戏下来,家长和孩子们的配合越
发默契。

孩子们玩得很开心，家长和小
记者们的额头上沁出了汗水“平时
工作忙，没时间陪孩子，小记者活动
创造了一个机会，让我们之间更加
亲密了。”家长李先生说。

专门服装身上穿

有模有样秀手艺

游戏结束后，小记者们穿上了
由巴黎一刻烘焙坊统一准备的蛋
糕师服装,小记者们顿时找到了专
业蛋糕师的感觉。不少家长特意拿
出相机或者手机，记录下孩子们成
长中难忘的一刻。“孩子穿上这身
衣服很好看，也显得很专业，感觉
比上次去青岛还好玩。”家长吴女
士说。

小记者们今天的活动主题
是：在涂满白色奶油的蛋糕胚上
画一只可爱的多啦 A 梦，这个可
爱的卡通人物对小记者们来说并
不陌生，它是一只来自未来世界
的猫型机器人，用自己神奇的百
宝袋和各种奇妙的道具帮助大雄
解决各种困难，是小记者们童年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小记
者们首先要用巧克力的奶油条勾
勒出多啦 A 梦的嘴巴，并借助圆
形的工具，画出多啦 A 梦的大眼
睛，并用巧克力的奶油条进行填
充，这对孩子们来说并不是难事，
小记者们很快就完成了这一创
作。接下来，是勾勒多啦 A 梦肥
肥的小脸，这个就要考察小记者
们绘画水平了。

小记者们耐心仔细地一点点
进行创作，那股专注劲儿甚至超
过了专业蛋糕烘焙师，看着自己
的杰作逐渐完工，小记者们都充
满了无限的荣耀感。小记者韩莹
告诉记者，做多啦 A 梦蛋糕，比
平时画画难多了，真是太好玩了！

蛋糕作品顺利完工

小记者和蛋糕合影

尽管一个个小蛋糕算不上完
美，多啦 A 梦画的形态各异，有的瘦
的像个猴子，有的胖的像加菲猫，但
是小记者们依然把自己的作品当成
宝贝。原本普通的多啦啦 A 梦在小
记者的精心装饰下，充满童真童趣，
变得憨态可掬，让人看后忍俊不禁。

做完蛋糕后，小记者们纷纷和
蛋糕合影，留住这难忘的一刻，并将
蛋糕打包带回家慢慢享用自己的劳
动成果。“这个活动真好，让我第一
次体会到亲手做蛋糕的快乐，这对
我来说意义非凡，我要带回家和爸
爸妈妈分享成功的喜悦。”一位小记
者说。

去巴黎一刻体验蛋糕师生活

本本报报 2200 名名小小记记者者做做多多啦啦 AA 梦梦蛋蛋糕糕

12月7日，齐鲁晚报的20名小记者走进巴黎一刻烘焙坊体
验蛋糕师的职业生活。他们戴着厨师帽和围裙,挥舞着手中的
奶油条，有模有样，十分专业。本次做蛋糕的主题是多啦A梦，
憨态可掬的多啦A梦在小记者们的创作下形态各异，有的甚至
变身成了加菲猫。

本报记者 张萍

小记者戴上手套准备做蛋糕。 本报记者 刘涛 摄

给蛋糕做点装饰，锦上添花。 本报记者 刘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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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与金海岸小学共同举办的“校本课程伴我成长”征文比赛落幕

22000000 名名学学生生参参与与，，8800 篇篇作作品品获获奖奖
本报12月8日讯 (记者 张

萍 ) 由本报联合日照市金海
岸小学共同举办的“校本课程
伴我成长”校园征文大赛目前
已经落下帷幕，共有近 2 0 0 0名
学生参与了此次比赛。经过层
层评选，8 0名选手的作品脱颖

而出，荣获一、二、三等奖。随
后，获奖选手将获得本报和金
海岸小学共同颁发的获奖证
书。

为了培养学生们的写作兴
趣，激发创作热情，齐鲁晚报

《今日日照》编辑部特联合金海

岸小学共同举办此次征文大
赛。校园征文大赛为孩子们提
供了展示才能和文采的舞台，
让孩子们勇敢地拿起笔，畅所
欲言，表达自己对校本课程的
看法和意见。

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此

次校园征文大赛特以“校本课
程伴我成长”为题，让学生们通
过充满童真童趣的语言，来表
现身边的校本课程。征文大赛
发起后，共有近2000名学生踊跃
投稿。通过班级推荐和级部评
选等层层考核，共有80名选手的

作文脱颖而出。随后，本报将和
金海岸小学共同为您获奖学生
颁发证书。

另外，本报今日起将推出
专版，刊登部分获奖作品，让小
学生们的优秀作文登上报纸，
留作纪念。

金海岸小学“校本课程伴我成长”征文比赛获奖名单

一等奖：

刘忻东 (三年级一班) 孙智萌 (三年级八班) 郑佳妮 (四年级八班) 张子林 (四年级六班) 秦续政 (五年级五班) 姜亚彤 (五年级二班) 王翰 (五年级三班)
刘贝宁 (六年级二班) 秦 正 (六年级五班) 韩孟泽 (六年级一班)

二等奖：

陈可豪 (三年级七班) 刘怡清 (三年级八班) 丁安国 (三年级二班) 李雨锟 (三年级八班) 厉 智 (四年级一班) 崔 荷 (四年级二班) 臧一诺 (四年级二班)
潘奕霖 (四班四年级) 张立欣 (五年级七班) 李宇航 (五年级五班) 陈 洋 (五年级六班) 邢记昀 (五年级八班) 张 驰 (五年级二班) 吴雨轩 (五年级四班)
张宸熙 (六年级三班) 王晓雪 (六年级八班) 卜子倩 (六年级六班) 郑雅文 (六年级七班) 刘一卓 (六年级四班) 刘乙熹 (六年级五班)

三等奖：
彭柏翔 (三年级二班) 于 航 (三年级一班) 郑雅涵 (三年级一班) 刘峻豪 (三年级二班) 宋彦希 (三年级二班) 潘昱璇 (三年级一班) 王韵淇 (三年级二班)

张鹏宇 (三年级一班) 孙雨晴 (三年级五班) 孙雨涵 (三年级八班) 周 舟 (四年级一班) 战鹏宇 (四年级二班) 刘俊毅 (四年级三班) 杨 澍 (四年级四班)

赵 阳 (四年级四班) 闫昱睿 (四年级四班) 田 放 (四年级五班) 李欣朔 (四年级五班) 王艺蒙 (四年级七班) 刘小绮 (四年级八班) 吕欣蔚 (五年级一班)

闫奕文 (五年级一班) 辛 羿 (五年级二班) 贾东林 (五年级八班) 杨若曦 (五年级三班) 李芯雅 (五年级三班) 栾 淼 (五年级四班) 王若彤 (五年级四班)
李金阳 (五年级五班) 张宸伟 (五年级五班) 厉惠颖 (五年级六班) 徐子飏 (五年级六班) 曹锐涵 (五年级七班) 曹 祯 (五年级七班) 尹安阳 (五年级八班)
卜淞杰 (六年级六班) 朱泉颖 (六年级四班) 安相玉 (六年级三班) 徐晓晴 (六年级一班) 戴译萱 (六年级五班) 杨闰斐 (六年级五班) 李匡洋 (六年级一班)
陈思锦 (六年级二班) 周子淇 (六年级三班) 马 倩 (六年级四班) 邹雨萌 (六年级七班) 于小珊 (六年级六班) 李芊莹 (六年级二班) 张雅宁 (六年级八班)
倪 幔 (六年级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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