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个暑假，我迷上了沈石溪的动物小说。《刀疤豺

母》《雪豹悲歌》《骆驼王子》《混血豺王》《狼国女王》《黑

熊舞蹈家》……我见一本看一本，看一本爱一本。每看

一本都被里面引人入胜的故事深深吸引，同时更被故

事里隐藏的深刻道理所震撼。

动物世界有自己的生存法则，按照普通的眼光去

看，无非就是“弱肉强食”。但是真正走进动物世界

就会发现除了表面的这一套，还有更令人感动和深

思的内容。

《雪豹悲歌》讲了一只名叫雪妖，在人类身边长大

的小雪豹的故事。就像人类长大了要脱离父母的怀

抱，饲养人员决定把小雪豹送到山林里去生活。娇生

惯养的雪妖不懂照顾自己，不懂如何捕猎，眼看就要困

死在新生活里，让关心和爱护它的人们焦急万分。紧

要关头，北斗母豹出现了，原来它就是雪妖的母亲。出

于母爱的天性，北斗母豹给予了雪妖无私的爱。它耐

心地教雪妖狩猎的方法和一些日常的生活常识，简直

就是雪中送炭。它的耐心人们看在眼里，如果要评特

级教师和最佳母亲，北斗母豹当之无愧。遗憾的是，雪

妖错过了黄金学习期，总是学得不得要领。

北斗母豹还有 3只正在吃奶的小雪豹，除了教导

雪妖，它还需要花很多精力去照顾它们。眼看不能得

到母亲全部的爱，雪妖竟然做出了不可思议的举动，趁

着母亲不注意，它残忍地咬死了 3只毫无抵抗能力的

小雪豹。读到这里，我的心揪得紧紧的，那可是它的同

胞啊。自负又自私的雪妖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天衣无

缝，最终还是被北斗母豹发现了。

为了 3个悲惨死去的孩子，为了自私残忍的雪

妖，北斗母豹伤心欲绝。怀着一颗破碎的心，它悄悄地离

开了。不学无术的雪妖，在冬天捕不到猎物，冒险去抢夺

豺群的食物，豺群起而攻之，结果被豺王掏出了肠子，一命

呜呼。

读到这里，我深深地为雪妖感到悲哀。与其说雪妖是

被豺群害死的，倒不如说它是被自己的贪婪和自私害死

的，过度自私最终自取灭亡。这个故事告诉我：一个人不

能太自私，不然，雪妖就是前车之鉴。

在沈石溪的笔下，很多动物和人类有着相似的感情和

生活经历。比如母豺火烧云，为了孩子献出了自己的生

命，而那个孩子还不是它自己生的，但是在长期的相处中，

它爱孩子胜过了自己。有时候，人类社会也上演着各种感

人事迹。同时，也有的人，一不留神，做出的事情连动物也

不如。人类有时候也应该向动物学习，它们身上也有许多

人类并不熟知的优秀品质。

教师精评：
野生动物的独特生活情境，扑朔迷离的故事情节，是动

物小说的两大看点。自从课文入选了以沈石溪的动物小说

为代表的文章，近几年，很多孩子对动物小说情有独钟。非

常难得的是，小作者跳出了读动物小说的惯有思维，从人性

的角度去审视和思考——过度自私结果就是自取灭亡。自

私是人的本性，在如今普遍是独生子女的社会里，自私自利

已经见怪不怪。小作者从雪妖的故事中受到人生的启发，

至此，阅读已经不是简单地获得乐趣和获取知识的途径，而

是成为了孩子人生路上的指明灯。 指导老师 汪佩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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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精精评评

每年的 3 月 8 日是“妇女节”，今年早早就看到
各大商场的广告上把“妇女节”称为“女神节”。那
么孩子们在这个节日里来感恩自己的妈妈，岂不是
更有意义？

我们常常都会要求孩子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
家务，那么在这个日子里，我想让孩子们帮妈妈做
家务，并且让孩子们提前一星期开始。这样孩子们
坚持做一星期的家务，更能体会做家务的不容易，
更能感受妈妈的辛苦，更能体谅妈妈！孩子们每天
都会七嘴八舌地告诉我他们前一天帮妈妈做了什
么家务。我渐渐发现几天下来，孩子们从最初的兴
奋、有趣，到一个星期后的真心发现做家务的不易、
繁琐，真切知道妈妈平日里的付出，更能爱妈妈！

指导老师 沈静

江口中心小学203班小记者 邓文茵
星期六的早上，太阳公公终于露出了笑脸，晴空万

里。在我的主动要求下，妈妈叫我把自己的小被子搬到

楼下去晒。说完，妈妈就去上班了。

我开始干活了！我先把叠得像豆腐块一样的被子抱

住，吃力地往楼下搬。我没走几步楼梯，被子的一个角就

掉下来了，我赶紧用手把它抓上来。可是，另一个角又掉

了下去，我又手忙脚乱地把它抓上来。我一边下楼梯，一

边紧紧抱住被子，怕又往地上掉。好不容易来到小院子

里，被子也从原来整齐的豆腐块变成了豆腐花。我学着

妈妈的样子，把我的小被子铺在了几根晾衣杆上，我拉整

齐了这一头，那一头又斜了；我又去拉那一头，这一头又

歪了。来来回回拉了很多次，终于把被子拉平整了。

原来，晒个被子也那么不容易，妈妈平时做那么多的

家务，真辛苦！我以后要多帮帮妈妈做家务。

江口中心小学203班小记者 胡博宇
今天，我想帮妈妈做家务，但我不会，请妈妈教我怎

么做。

妈妈教我扫地。我想着扫地多简单啊，于是我就拿

起扫把东扫扫、西扫扫。可扫来扫去，怎么总有些小垃圾

扫不完呢？妈妈看了说：“你要按顺序扫，从里面往外

扫。”听了妈妈的话，我又拿起扫把认真地打扫起来，从客

厅扫到餐厅，每一个角落都不放过，终于把地扫干净了。

接着妈妈让我拖地板。妈妈说：“你在拖地板之前，

要先把拖把打湿拧干，然后放在地板上拖。”我按照妈妈

的要求弄好拖把，就开始拖地。拖地比扫地更费力气，不

一会儿，我就拖得满头是汗。过了好久，我终于把地板拖

得干干净净了。

今天，我做了家务，虽然有点累，但是，收获可不少啊！

江口中心小学203班小记者 汪静萱
今天晚上，我写完作业，吃完晚饭，看到妈妈正在收拾

餐桌。我想到沈老师说的可以帮妈妈做家务，就马上走过

去问道：“妈妈，有我可以帮忙的吗？”妈妈想了想说：“那就

帮我擦桌子吧。”我听了之后马上行动起来。

我跑到厨房去拿毛巾，先用毛巾把桌子上的垃圾都

擦到垃圾桶里。然后，我用水把毛巾打湿，再用力地拧

干，开始在桌面上反复地来回擦。可是我擦来擦去都好

像不太干净，只得求助妈妈，妈妈笑着说：“你不要来回

擦，要按顺序一块一块擦，这样擦干净的地方就不会再

擦脏了。”经过妈妈的指点和我的努力，桌面被我擦得亮

光闪闪。

这时，妈妈看着我笑了，我也笑了。我以后要多帮妈

妈做些家务！

江口中心小学203班小记者 王雨嘉
今天，我自告奋勇地要帮妈妈做家务。

我看见院子里的地很脏，就拿起扫帚，使劲儿地扫起

来。我的劲儿太大，扫帚把灰都扫起来了，呛得妈妈直咳

嗽。妈妈说这样不对，要先洒水，然后再用扫帚轻轻地

扫。我接来一盆水，往地上洒水。洒着洒着，我把一盆水

都洒到地上，还不小心把花盆给踢翻了。这下子和泥

了。妈妈赶紧找拖把来拖，我抢着去拿，结果一不小心绊

倒了，一下子摔倒在沾满泥的地上了。妈妈的脸看起来

就像掉进泥坑的衣服一样，灰灰的。她又好气又好笑地

说：“你看，扫地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要小心！”

最后，在妈妈的帮助下，我把院子打扫干净了，虽然

我是脏脏的，但我很开心！

江口中心小学203班小记者 周艺宣
星期天，太阳红彤彤的，非常热。妈妈一边洗衣服，

一边说：“这正是洗衣服的好时候。”我就想帮妈妈洗衣

服，妈妈让我洗自己的袜子。

我站在洗衣台前，学着妈妈的样子，卷起袖子，准备好

洗衣粉、搓衣板和刷子，就开始洗我的袜子了。我先把袜

子放到盆子里，然后放水把袜子浸湿。等水没过袜子，我

倒了一点点洗衣粉，然后用手使劲地搓，搓出了好多泡

泡。再用刷子刷，一边冲些清水，等把袜子正面、反面都刷

过后，我把泡泡都冲掉，用清水洗了两遍，最后拧干。我的

袜子终于洗干净了。我让妈妈检查，妈妈笑着说：“洗得很

干净哦！”我高高兴兴地去晒了。

没想到洗双袜子都这么累，妈妈要洗这么多衣服，真

辛苦！

江口中心小学203班小记者 乐梦曦
妈妈平时要上班，又要照顾我和妹妹，特别辛苦。“三

八妇女节”马上要到了，我就想为妈妈做些事儿。妈妈最

喜欢吃番茄炒蛋了，可是我不会做怎么办呢？有了，我请

爸爸教我做番茄炒蛋。

在爸爸的指导下，我先把蕃茄洗干净，切成一小块一小

块的。再拿一个鸡蛋捏在手中，用鸡蛋中间敲一下碗，鸡蛋

壳就有了一道缝，接着从有缝的地方打开，倒进碗里。我一

连打了三个鸡蛋。然后，用筷子按顺时针方向把鸡蛋搅拌

均匀。这样准备工作就完成了。

接下来就可以炒了。我打开煤气灶，在锅里放入少量

油，倒入番茄翻炒几下，再把鸡蛋倒进锅里炒，快炒熟的时

候放点盐，撒了一些葱花，番茄炒鸡蛋就大功告成啦！

我请妈妈尝尝我第一次做的菜，妈妈吃得特别开心！

““女神节女神节””，，我帮妈妈做家务我帮妈妈做家务
过年最开心的莫过于收到红包了吧！小朋

友可以肆无忌惮地向长辈高呼：“恭喜发财，红
包拿来！”轻而易举地从长辈手里拿走压岁钱。
然而，到处收集来的压岁钱最终都落入到“妈妈
先帮你保管着”的套路中。随着生活水平的提
高，压岁钱不再是买盒糖果、买件玩具的小金额
了。面对这笔小型“巨款”，对孩子来说，没有正
确的使用方法，轻则是钱的挥霍浪费，重则是金
钱观、财富观的扭曲。同时，对于家长来说，也
是“甜蜜的负担”。这笔钱到底如何处理才比较
合理呢？让我们来听听白杜小学102班和西坞
中心小学304班小记者们的想法吧。

往年，都是家里的长辈给我压岁钱，今年，我把我

这一年攒起来的零花钱给了爷爷奶奶，我给他们发压

岁钱，瞬间觉得自己是个小大人了。我还给弟弟买了

一个他非常喜欢的恐龙，给爷爷奶奶买了营养品，希

望他们越活越年轻。

——白杜小学102班小记者 胡爱李
作为刚入学的一年级学生，我已经是一个小大

人了。我在爸爸妈妈那里开了一个家庭银行，并且

用其中一部分压岁钱买了一本精美的记账本，作为

一本自制家庭存折，详细记录我的每一笔开支，并且

列出了我的愿望清单。我还会努力学习一些理财知

识，学着如何用这笔钱购买基金和投资产品。

——白杜小学102班小记者 周佳乐
我用过年得到的压岁钱解决了我的一部分日常

开销，交了餐费、报刊费以减轻爸爸妈妈的经济负

担，甚至过年新买的电冰箱，我也出了一份力。哈

哈，我可以为这个家作出小小贡献哩。

——白杜小学102班小记者 周萱妍
我用压岁钱买了自己喜欢的课外书《没头脑和

不高兴》以及最喜欢的拼装玩具。

——白杜小学102班小记者 牛宇翔
指导老师 陈盼

过年了，又到了收红包的时候了。今年大约收

了2000多元，我把这些钱分成了四部分，600元让爸

爸妈妈帮忙捐给贫困山区的小朋友们，让他们能过

一个快快乐乐的新年，200元是给爷爷奶奶买新年

礼物的，800元是用来报名和买学习用品的，剩下的

400元拿到银行存起来以后有需要再用。这样我的

压岁钱都有着落了。

——西坞中心小学304班小记者 邓文祎
又过年了，我跟着爸爸妈妈一起走亲访友，家里的

长辈给了我许多压岁钱，回到家我和妈妈统计了一下，

发现有2000多元呢，真是好大一笔收获呀！本来我打

算把这些钱用来交学费，或者买文具买书本，也可以等

爸爸妈妈生日的时候给他们准备惊喜，但是妈妈说她

希望我把这笔钱存起来，当作我以后的教育基金，我读

高中或者大学的时候，学费就可以从这里面拿了。妈

妈说小朋友要从小养成良好的用钱习惯，不可以乱用，

以后每年的压岁钱我都要像今年一样存进我的教育基

金里。 ——西坞中心小学304班小记者 江若萱
大年三十晚上，长辈们给了我很多压岁钱，妈妈

说压岁钱要压在我的枕头下可以保佑我平平安安

的。我想把我压岁钱一部分给妈妈存起来，另一部

分嘛，用途可多啦！先把学费留好，然后给外婆买了

一副手套，外婆每天接送我上下学很辛苦，天冷时可

以戴。给妈妈买了围巾，让妈妈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心情也会很好。外婆和妈妈都说我长大了！

——西坞中心小学304班小记者 骆文谦
过年了，我很开心！因为可以拿到压岁钱。我

打算把我的压岁钱攒起来，等到大学毕业后带着爸

爸妈妈走遍世界各地，吃遍各地特色小吃。

——西坞中心小学304班小记者 邬鑫怡
我让妈妈把我的压岁钱存到银行里，等我长大

了，我要用这些钱买一座大房子，和爷爷奶奶、爸爸

妈妈一起，开开心心地住在大房子里。

——西坞中心小学304班小记者 周星元
新年我也收到了很多红包，我把这些钱都交给了

妈妈，你一定认为我妈会把这些钱占为己有吧，那你就

错了哦！每年的压岁钱我妈都会给我去买理财产品，

她说从小就让我有理财意识，培养我的经济头脑。我

要努力学好本领，等我长大了，我想成为一个金融学家

呢！ ——西坞中心小学304班小记者 何皓轩
今年，我收到的压岁钱不多，可我还是想用这些

钱为爸爸妈妈做点什么。买什么好呢？我跟妈妈商

量，让她在淘宝上给爸爸和她自己各买一件衣服，我

来付钱，妈妈听了非常开心！买好衣服还剩下一点

钱，妈妈在淘宝网上给我买了两本书。我感觉自己长

大了！ ——西坞中心小学304班小记者 徐锦浩
我爸爸妈妈在上海打工，很少回家，这次过年回

来给了我很多的压岁钱让我零用。我想爸爸妈妈在

外打工挣钱那么不容易，我也没有什么地方需要花钱

的，生活上和学习上爷爷奶奶都会给我安排好的，所

以我把钱还给了爸爸妈妈，对他们说：“你们赚钱很辛

苦，我不会乱花钱了，我已经长大了，你们放心吧！”他

们听了开心极了！

——西坞中心小学304班小记者 陈盈朵
我用压岁钱买了很多的课外书，我是一个小书迷，

特别爱看那些科幻小说，可是我的视力很不好，平时奶

奶不让我买，怕影响视力。这次我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说服奶奶的，并且答应她会注意，不让眼睛太疲劳的。

——西坞中心小学304班小记者 邬奕维
以前我的压岁钱都被爸爸妈妈充公了，今年他

们让我自己支配这些钱了。交学费是最重要的了，

再买几本课外书，剩下的都存起来，哈哈，我成了一

个“小富翁”啦！

——西坞中心小学304班小记者 罗心怡
我的压岁钱都落入妈妈的口袋了。不过，妈妈

说，这笔钱是她暂时替我保管，如果我需要用钱了，

可以向她打报告，然后把这笔开支记录下来。我想

想也不错，看看我一年里到底要用多少钱。

——西坞中心小学304班小记者 王梦娇

聊聊压岁钱那点事聊聊压岁钱那点事过度自私就是自取灭亡过度自私就是自取灭亡
————读动物小说有感读动物小说有感

居敬小学503班小记者 许奕然


春天来了，万物复苏，草长莺飞！在植树节来临之际，西坞中心小学 305班的小记者们，想要大声说

出他们的绿色小心愿，让我们一起听一听吧！ 指导老师 陈军
植树节到了，我要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公园种下两棵

树。一棵代表我，一棵代表弟弟，让这两棵树和我们姐

弟俩一起茁壮成长！ ——305班小记者 邬涵米
植树节到了，我要把家里那盆我亲手种的绿萝带到

教室，我要为班级添一点绿。小小绿萝你很了不起，净

化空气，美化环境，大家全靠你！

——305班小记者 彭荔莹
我希望家门口的小河能变得清澈见底，明镜一样的

水面倒映着蓝天、白云，在阳光下闪着点点银光。小鱼

儿在水中快活地游来游去，小螃蟹挥舞着大钳子在石缝

间穿梭……我相信，我的绿色小心愿一定会实现！

——305班小记者 罗开升
春天里，我和爷爷有个约定：每次去田里都要带上

我。我们一起种菜、摘豆，我们一起浇水、施肥，我要做

个勤劳的小农民！ ——305班小记者 王路阳
今年的植树节，我要叫上我的小伙伴一起去清理小

区花坛的垃圾，使草更绿，花更好，我们的小区更加整洁

美观！ ——305班小记者 曹雯雯

植树节植树节，，我们的绿色小心愿我们的绿色小心愿

我的新“伙伴”
居敬小学405班小记者 马绅尧

寒假期间，我结识了一位新伙伴，你们猜它是谁

呢？你们肯定猜不到。它浑身上下圆溜溜的，身穿一件

红褐色、上面有一道道黑色条纹的衣裳，走起路来又滚

又跳。嘿嘿，让我来告诉你吧！它就是篮球啦！

一天，天气晴朗，突然，妈妈问我：“你想学打篮球

吗？”“不想！”妈妈见我一脸嫌弃，就说：“篮球是项好运

动，多打篮球有助长高哦！给你报个篮球训练班吧？你

一定会喜欢上篮球的！”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我答应了。

第一次去上课，我就迟到了，真是有点难为情。幸

好还在做热身运动，我急忙脱下外套，加入到队列中。

“接下来，我们要学手指拨球。”教练一边讲一边做示

范。我觉得并不难，于是就加快了速度。教练发现了我

们的漏洞，就纠正说：“做手指拨球，要领是得让手保持

空心。”我照做了。教练见我们掌握得差不多了，就想增

加难度，说：“好，现在我们先把球放到右手上，两手伸

直，然后将球抛至左手，就这样反复练习。”

我觉得应该也不难。谁知，我都没开始抛，淘气的篮

球就自己滚下来了。连续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这使我

有些泄气。教练似乎会“读心术”，他走过来对我说：“功

夫不负有心人，你一定能成功的！”听了教练的话，我不那

么紧张了。接下来的练习似乎越来越顺畅，越来越溜了。

经过一连几次的篮球训练，我越来越喜欢它了。平

时空闲时，我总会顺手拿起篮球，变着花样玩个不停，它

成为了我形影不离的伙伴。

这就是我的新伙伴——篮球，它给我带来了无限的

乐趣！ 指导老师 林珠泽

下雪了
龙津实验学校205班小记者 吕云天

早上，我刚爬出温暖的被窝就看见窗外白茫茫一

片，原来下大雪了。雪花从天空纷纷落下，落在树姑娘

身上，树姑娘就像披上了雪白的婚纱；落在屋顶上，屋顶

就像戴上了雪白的大帽子；落在马路上，马路就像穿上

了雪白的衣服；落在田野上，田野就像盖上了厚厚的棉

被。我和好朋友东东一起在雪地里打起了雪仗。我们

先把雪揉成球，然后左一球右一球就扔了起来，玩得不

亦乐乎。后来，爸爸和我们一起堆雪人，我们先把雪堆

起来，然后用石头做雪人的眼睛，用树枝做雪人的手，用

红红的胡萝卜做雪人的鼻子，用香蕉做雪人的嘴巴，这

样一个胖乎乎的雪人就完成了。就这样，雪给人们带来

了新的乐趣。 指导老师 蒋吉芬

我的爷爷奶奶
莼湖尔仪小学205班小记者 王楚轩

听妈妈说，从我出生开始，爷爷奶奶就和我们一起

住了，我喜欢和他们住在一起，因为他们很有意思。

奶奶爱唠叨。弟弟玩具没放整齐，她要唠叨；我作

业做得不够快，她要唠叨；爷爷抽烟时，她也要唠叨。不

过我的奶奶很可爱，50多岁的她胖乎乎的，走起路来大

摇大摆的，有点像企鹅。

爷爷爱臭美。他快 60岁了，每天早上趁我们还在

赖床的时候，都会去卫生间的水笼头下用梳子接点水，

把头发梳得油光锃亮，然后把皮鞋刷得又黑又亮，最后

换上他新买的大衣，精神抖擞地出门了。他是我见过最

爱臭美的老头了！

这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有意思吧！ 指导老师 张丹瑶

日出印象
尚田中心小学303班小记者 张陈燕

周日清晨，天还是灰蒙蒙的，我还在被窝里和周公

约会。妈妈的大嗓门扰乱了我的美梦，我只好眯着眼，

不情不愿地起来了。我看了看天色，心想不能辜负我大

早上起床呀，便穿好衣服，出发去小河旁看日出。

一开始，天空还是一片白色，像一张宣纸，静静地等

待着被画上七彩的图案。慢慢的，天空的云彩织出一条

粉红色的薄纱。突然，小河披上了一层金箔，一条条波

浪闪闪发光，在小河尽头荡漾。天空被一束金光染成橙

红色，格外美丽。金光的范围在慢慢扩大，大地逐渐摆

脱了黑夜的晕染，恢复原来的色彩。我知道太阳马上就

要升起来了。

果然，不过一会儿，在两座山峰中间冒出了太阳的

小半张脸。太阳慢慢地往上爬升，从小半张脸变成红色

的半圆，又逐渐变成一张完整的红色的“大饼”。大地上

满是金色的霞光，衬红了花儿，点亮了屋瓦。太阳在那

一瞬间发出的光芒，照耀了大地万物，温暖了人心。

我迟迟没从这雄伟壮丽的景色中回过神来，街上又

开始响起了喧嚣声，小镇又开始了一天忙碌的生活。

除夕
实验小学106班小记者 缪佳玮

今天是除夕，鞭炮声一阵接一阵，我们一家在津津

有味吃团圆饭。吃饭时外婆给我一个大大的红包，祝我

“新年快乐，学习进步”！我祝外婆“新年快乐，身体健

康”！一家人笑得合不拢嘴巴。 指导老师 胡旭芬

奖励
实验小学106班小记者 吕森博

在运动会中，我共得了5块金牌，胡老师给我奖励的

许多“小苹果”，并在全班表扬了我。现在，我的积极性

可高了，每天积极锻炼身体，争取明年再为班级争光。

指导老师 胡旭芬

教握笔
实验小学106班小记者 王馨虞

开始学写字了，我的握笔姿势不正确，胡老师耐心

地一遍又一遍地教我握笔的方法，我认真地学着，通过

一学期的努力，我的字进步了很多，胡老师真耐心，我喜

欢胡老师！ 指导老师 胡旭芬

过新年
锦屏中心小学205班小记者 王川

新年的第一天下午，我穿着新衣服高高兴兴地跟着

全家去老家拜年。一路上，我跟姐说说笑笑，乐开了花。

到了爷爷奶奶家，我推开了老家的门，风一吹，香气

扑鼻而来。一看桌子上奶奶做了一桌菜等着我们，馋得

我直流口水。“爷爷、奶奶，我来拜年了。”一听喊声，他们

从厨房里走出来了。“川川来了！”爷爷一把抱起我说，“又

重了，又长了。”乐得他们合不拢嘴。“爷爷，快放我下来。

我饿了。”奶奶说：“我们开饭了！”爷爷这才把我放下。

圆桌旁，我们全家举起酒杯齐声祝：“爷爷奶奶身体

健康，越活越年轻！”他们回祝我们：“平平安安，快快乐

乐！”随手给了我和姐两个大红包，我和姐异口同声地谢

谢爷爷和奶奶。大人们有说不完的话。我和姐姐一边吃

一边听长辈们的谈话，看到爸爸妈妈对爷爷奶奶的爱。

突然，让我想起上次爸爸教过我的一首歌《孝》：爱要趁

早，孝也要趁早，迟了也许错过了再也找不回来了……

这个年是我们最幸福的年。 指导老师 俞飞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