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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虽然是星期六，我却早早起

床，吃过早饭，穿戴好小记者的红马甲、

小黄帽，神采奕奕地去参加凤里八卦街

趣拍徒步挑战赛活动。

我们先来到集合地点，那里人潮涌

动、热闹非凡。观看完精彩的艺术表演

后就开始徒步比赛了。我们途经镇中

路、九二路、星期YI创意园、党建馆、鸳

鸯池公园、实验中学、八卦街、城隍庙、

凤里庵等地方。小记者们个个精神饱

满，迈着轻快的步伐跟随着比赛队伍前

进。

这次活动最吸引我的是探索“古韵

八卦街”寻味美食这一环节。我们走进

老街菜市场，街道两旁店铺林立、摊贩

云集，有糕点炸物、果蔬鱼肉、干果蜜

饯、宗教佛具、干货食品零售……琳琅

满目。

趣拍徒步打卡通关后，我们每人还

获得了一枚荣誉奖牌。这次徒步活动

真是一次感受家乡人文美景的健康之

旅。

（石狮市实验小学 二年一班 陈

栎仰 指导老师：王丽佳）

4月27日，石狮市“新时代�新凤里
2019首届八卦街文化艺术节”全城启

动。

这天清晨，万里无云，东方微微露

出一丝鱼肚白。正所谓“吹面不寒杨柳

风”，一阵凉爽的微风拂过我的脸颊，使

人倍感神清气爽。我怀着无比兴奋的

心情，踏着轻快的脚步，和所有徒步爱

好者们不约而同地来到了“八卦街”趣

拍徒步挑战赛起点。

只见活动现场人山人海，热闹非

凡。伴随着热情与欢乐的舞蹈、健康与

富有活力的啦啦操，“新时代�新凤里
2019首届八卦街文化艺术节”活动正式

拉开了序幕。美丽大方的主持人倒数

着“五、四、三、二、一”，刹那间，场上突

然冒出了无数个五颜六色的气球。它

们迎着微风飘扬，徐徐飞向了湛蓝色的

天空。

随后，我们紧跟着小记者团慢慢地

往前走，绕过了十二条路线。其中令我

印象最深刻的是“八卦街”寻找美食

了。老街里的美食数不胜数，令人眼花

缭乱。闽南特色小吃有福记海蛎煎、王

记润饼、王川花生汤、博记鱼肉羹……

最让我垂涎欲滴的要数海蛎煎了。海

蛎煎是一道常见的家常菜，它起源于福

建泉州。1661年时，海蛎、番薯粉混合

加水煎成饼吃，想不到竟流传于后世，

现在已经成了风靡全省的闽南特色小

吃之一。

一路上，我们坚持不懈，勇往直

前。经历了八公里的路程，最终抵达了

终点。绿色出行、低碳环保，从我做起！

（石狮市第二实验小学 二年四班

林子涵 指导老师：陈志琼）

星期六的上午，天空万里

无云，天上骄阳似火，让人热得

不行，可我和爸爸还是开开心

心地来到石狮日报社，参加超

强记忆大脑训练营体验活动。

我们走上二楼进入大厅，

找到两个座位坐了下来，活动

开始了，老师给我们玩了一个

亲子互动游戏，叫做“小蜜

蜂”。老师让我们左手的食指

向上，右手手掌心向下，和左右

边的同学手搭在一起。当老师

说，小蜜蜂“嗡嗡嗡”，小蜜蜂

“嗡嗡嗡”，“抓”的时候看能不

能抓住同学的食指，玩了好几

次，我不但没有被抓住，而且还

抓住了我左边同学的食指，老

师说能抓住食指的同学的大脑

反应能力很棒，我开心极了，真

的还想再玩一次。

接下来，老师把一首古诗放

在大屏幕上，还放了一张图出

来，让我们把古诗和图结合起

来，过了一两分钟，老师问我们

谁能够背出来？有一位同学站

了起来，他竟然一字不漏地背了

出来，老师让他试一试倒着背，

他也能流利地背出来，真的是太

厉害了，整个会场响起了热烈的

掌声。接着是背圆周率，老师请

了几个想背圆周率的同学，把他

们带到另外一个大厅练习……

十几分钟过去，几位同学又回来

了，老师让他们来到台前，他们

已经能够流利地正背倒背前五

十位的圆周率，真的是太神奇

了！

不知不觉中，这场难忘的

体验课就结束了。我相信，掌

握了神奇的记忆法，对提高我

的学习效率是大有好处的。我

一定不会忘记这场开心、有趣、

神奇的体验课。

（石狮市宽仁小学 三年五

班 李浩 指导老师：洪艳艳）

我怀着期待的心情跟随石

狮日报的小记者们参加由亲辰

教育举办的提高记忆力的公益

课，其中让我最难忘的环节是

背词语。

在这环节中，老师用投影

仪放了四排看似毫无关系的词

语，让我们背，我一看就犯难

了，这怎么背呀？什么篮球、飞

机、墨水、阿姨、天鹅……这有

什么关联呢？哎呀，别想了，赶

紧背吧！我刚背了一会儿，老

师却又不让我们背了，并且让

几个同学起来背，可没有同学

能够全部记住，老师看大家愁

眉苦脸的样子，便笑呵呵地说：

“其实记这样的词语很简单，看

我的吧！”

老师先放了一张图，只见

图上有一个着火的篮球向天上

飞。然后老师又放了一张图，

上面有一架飞机在洒墨水，见

我们都不解，老师便说：“有一

个篮球向天上飞，不小心碰到

了飞机，飞机上的墨水便洒了

下来，这就是联想记忆法。一

想是不是都记下来了呢？”我们

按老师说的去联想一下其他的

词语，果然容易多了，一下子能

记住好多个！同学们又通过自

己的想象，七嘴八舌地背起来，

不久都记住了。

看来，记忆需要奇思妙想。

这样既节省时间，还加深了记

忆，真是两全其美。在今后的学

习中，我会用这种记忆方法，期

待下一个学霸就是我哦！

（石狮市宽仁小学 三年五

班 张艺楷 指导老师：洪艳艳）

今天，我们小记者团成员

参加了有趣的活动，那就是最

强大脑训练营。

在很多个环节中，最令我

难忘的是15分钟背圆周率，当

老师在雪白的屏幕上放出一排

数字，激发了我的好奇心，这是

什么呢？老师说：“这叫圆周

率，你们能把它背出来吗？”说

完，礼堂就炸开了锅。一听这

话，我就退缩了：天啊，这么长

一串数字，叫我怎么背得下来

呢？可我转念一想，如果我在

这么短的时间内学会了背圆周

率，那同学们一定很羡慕我，于

是，我鼓起勇气，举起了手。

“好，这位同学请上来。”老

师把手指向了我，我像一只小

鹿蹦蹦跳跳地跑上了舞台，后

来也有许多同学被老师选上

台，老师带我们来到了一间小

屋子，拿出了一张纸，说我们只

要背下这些故事，就可以背出

圆周率了。我半信半疑：这是

什么神奇的纸呀，竟然可以让

我们在这么短时间内背出来？

我一看，原来是与数字相同的

汉字，比如93意思就是“旧伞”，

我很快地背诵下来了。

老师开始让我们试背时，

我们一起回答到：3.14……后来

老师请我们上台，我们四个同

学一起背完时，台下响起了雷

鸣般的掌声，老师问：“还有哪

位同学可以尝试一下把它倒背

出来呢？”“我！”一个小男孩站

了出来，虽然有点不流畅，但是

倒背比顺背难很多，大家都给

予他掌声表示鼓励。

我很庆幸也很开心能够参

加这次最强大脑训练营，因为

它很特别，能够在快乐、轻松的

氛围中开启我的记忆大门。

（石狮市宽仁小学 三年五

班 范心宇 指导老师：洪艳艳）

凤里“八卦街”趣拍徒步之旅

趣拍徒步挑战赛

今天是一个阴天，凉风习

习。有点冷，不过，我的心是火

热的。我和爸爸早早地来到了

“凤里八卦街趣拍徒步挑战赛”

的现场。这里已经是人山人海

了，大家整装待发，跃跃欲试。

在精彩的啦啦操表演中，

本次的活动拉开了序幕。随着

一声声巨响，成千上万个五颜

六色的气球缓缓飞向天际。主

持人宣布活动正式开始，选手

们争先恐后地出发了。我们小

记者团也不甘示弱，紧跟着大

部队。

在队伍中我们是最耀眼的

红色军团。第1站来到翰博教

育城，我们在这里合影留念，顺

利地完成第一个任务。随后我

们又经过凤里童装外贸市场、

星期YI创意园、凤里街道城市

党建馆、鸳鸯池公园、实验中

学。这时我们已经饥肠辘辘，

疲惫不堪了，当我们得知下一

站有美食时，我们立刻又精神

振奋起来 。

这一站是八卦街，这里是石

狮的古老街区，有最古早味的美

食，香气十足的芋圆、Q弹的海

蛎煎、香浓可口的花生汤，还有

煎果、润饼、麻花……看到这些

美食，闻着这些香味，我们再也

忍不住了，投入美食的怀抱。

补充完“能量”，我们继续

向终点前进。不过这时已经有

好几个人坚持不住了。在老师

的鼓励下，我们最终还是咬着

牙坚持走到终点。这时我们都

已经筋疲力尽了，但是我们都

很开心，因为我们都顺利地走

完了8公里，完成了任务，我觉

得我们都是最棒的！

（长福小学 三年一班 林子晨）

趣拍徒步八卦街

难忘的体验课

奇妙的记忆方法

超强记忆训练营

4月27日，徒步挑战赛开始了，这

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全程走八

千米！妈妈告诉我，走5圈学校的200

米跑道是一千米，我需要走40圈才能

走完八千米，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挑

战！

这一天，天气凉爽，现场人山人

海，热闹极了！“凤里八卦街趣拍徒步

挑战赛”活动开场时，进行了放飞气

球的仪式，当五彩斑斓的气球缓缓上

升，我们兴奋地欢呼起来。在主持人

一声令下，我们小记者排着整齐的队

伍跟着大部队出发了。一路上，大家

信心十足、相互鼓励。我们按地图上

的指示，经过镇中路、九二路、南洋

路、八七路，在石狮老街城隍庙、凤里

庵等地方进行打卡、拍照留念，品尝

了很多诱人的石狮名小吃，有花生

汤、海蛎煎、煎果等。虽然我感觉很

辛苦，但还是坚持走完全程，最后还

得到了一枚沉甸甸的奖牌。这沉甸

甸的奖牌让我想到了一个词——“先

苦后甜”！

（石狮第五实验小学 二年九班 王星翔）

挑战八千米

石狮日报小记者
团习作选

登

神奇的记忆法？就是读几遍，再背

下来？不，不，这神奇的记忆法不是死

记硬背，而是快速地让你把一篇文章或

一组词语倒背如流。

今天，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和妈妈来

到了石狮日报社。到场时，工作人员先

让我们签到，然后把自己的名字挂在胸

前，就可以进场找个位置入座。

这时，一个漂亮的大姐姐拿着话

筒走到了台上，举起话筒说：“我叫玲

玉，你们可以叫我一块美玉。”她幽默

地做了一下自我介绍。接下来就是简

单地跟我们讲一些关于记忆法的神奇

之处，并介绍今天给我们讲神奇记忆

法的李老师，是一位很厉害的资深老

师。

李老师先让工作人员弄出4组词

语，然后说道：“这里有一些词语，请你

们用10秒钟记下来。”说完，台下一片

喧闹声。我心想：蔬菜、小刀、美人、烧

烤、电影院。我反复想着这些词语。

“停！”李老师说。

“谁记住了？”

当我心里还在想是否要举手时，有

人已经举手了。

“篮球、飞机、墨水、阿姨、天鹅。”他

一口气背完，而且没错一个。这时台下

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还有谁？”我的手

迅速地高高举了起来，

“蔬菜、小刀、美人、烧

烤、电影院。”台下又一

次响起了掌声。

“现在，我教大家一个方

法，让你们可以把这些词语倒背如

流。”李老师说，“这个办法就是尽情地

想象，把上一个词语和下一个词语串联

着想象。”这时，屏幕上显示出一个着火

的篮球，然后出现了一架飞机，飞机图

出现后又有了一张墨水图，再洒向了阿

姨，阿姨又骑着天鹅……一张张图画展

现在我们的面前。

“现在，谁能倒背如流了？要不，我

请六个小朋友好吗？”我把手举得高高

的，被请了上去。我们一个词一个词地

背了出来，

“哇”，大家都惊奇地尖叫起来，这

么短的时间就能倒背如流了。

时光飞逝，一下子就到了活动的

尾声。李老师还向我们展示了左、右

脑这两个脑的作用，还有人脑的压力

值……

从今天的活动中，我学会这神奇的

记忆法，这记忆法让我既节省了时间，

又加深了记忆，再也不用死记硬背了。

（石狮市宽仁小学 三年五班 林柏涛

指导老师：洪艳艳）

10秒超级记忆法神
奇
的
记
忆
法

当你看到这个题目时，

是不是在想会有什么神奇

的记忆法，不就是读几遍，

然后再背下来吗？错了，

是一种让你在很短的时间

内能够背下一篇文章的神

奇记忆法。

早上我穿着小记者衣

服，带着小记者证和妈妈

来到石狮日报社会议室，

参加了一个活动——“高

效记忆法”。我怀着兴奋、

激动的心情和妈妈到二楼

的会议室。一进门，我和

妈妈便找了个座位坐了下

来。

“有请李老师上台。”主持人用

甜美的声音说，台下响起热烈的掌

声。

李老师做了个简短的自我介

绍，便开始进行活动的演讲。

李老师先问我们：“10秒钟内你

们可以背下50个词语吗，并且正倒

都能流利背下来？”我心想：10秒

钟？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台下的

我们都异口同声地回答：“不能。”

李老师微微地笑了一下，说：

“那我就教你们一个神奇的记忆法

吧！”

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一张词

语表，刚刚好有50个词。李美美老

师告诉我们要背一个词语时，就把

它想象成一个情景。所有想象的画

面一定要浮现在你的脑海中。

这时出现了一张篮球图，又出

现了一架飞机，飞机出现后又有一

瓶墨水，墨水洒向了阿姨，阿姨又骑

着一只天鹅……

“现在谁能正倒背呢？”李美美

老师问。我试着在心里背了一遍，

效果果然不错。台下的同学也纷纷

举手，都流利背出来了。我这下对

李老师的情景联想法佩服得五体投

地。

接下来老师又让我们背诵圆

周率，老师教我们用换成一篇

故事的方法来背诵，果然好几

个同学一会儿就背出了圆周

率前五十位。

这次活动我学到了

神奇的记忆法，我发现

原来只要掌握一定的规

律，记忆其实挺容易

的。

（石狮市宽仁小学

三年五班 姚元琛 指导

老师：洪艳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