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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定君”保护记
丹凤实验小学四（1）班 何若希

“多放一点布吧！”“不行，太松。”
我忙来忙去，一切都是为了它——一枚
鸡蛋！你可能会吃惊：一枚鸡蛋有什么
好让人忙的？

我告诉你吧，是老师给我们布置的
任务，随身保护一枚鸡蛋一天。

我给鸡蛋穿了三件“外套”，将它包
得严严实实，又用一个柔软的布袋装起
来，瞧！这鸡蛋十分淡定，所以我给它
取了个名字——“蛋定君”。

早上，我将“蛋定君”揣进口袋，
上学去了。来到教室，只见同学们个个
都成了“小母鸡”，连走路都小心极了，
生怕一个闪失，鸡蛋就像一位弱不禁风
的纸人似的支离破碎。

整个上午，我连门都没出，就在座
位上护着“蛋定君。”“啊！”怎么了？我
一看，原来一位同学的鸡蛋不小心掉了
下来，“牺牲”了。我还没回过神来，又
传来了一声叹息，不用说，又有鸡蛋

“阵亡”了。仅仅一上午，有的鸡蛋失足
跌落而死，有的鸡蛋撞墙破碎，还有的
鸡蛋不翼而飞。

更要命的是下午还有体育课，运动
量无限大，我们又爱跑爱跳，这样的课
堂要保护好鸡蛋，真是难上加难啊！我
担心极了，跑步时只敢捧着“蛋定君”。
在此过程中，又有两个鸡蛋遇难了。还
有三个鸡蛋在随后的足球赛中被足球夺
去了性命。鸡蛋的主人悔恨不已，有的
甚至掉下了眼泪，吓得我更加紧张地搂
紧了“蛋定君。”

下午老师检查时，我将完好无损的
“蛋定君”拿了出来。据统计，班上近一
半的鸡蛋失去了生命。看着那些鸡蛋的
主人哭丧着脸，我暗自庆幸，长长地吁
了一口气。

才保护了鸡蛋短短一天，我已经身
心俱疲。想想妈妈怀胎十月，天天护着
肚子里的我们，真是太辛苦了！这次活
动，既让我体会了妈妈怀胎十月的不
易，又锻炼了我的责任心，使我受益匪
浅！

（指导老师：范婷炜）

《鲁滨逊漂流记》读后感
蒋墅中心小学六（2）班 王海康

今天我要推荐一本书与大家分享
——《鲁滨逊漂流记》，我对此书情有独
钟。

打开书看见这样一幅画面：身着羊
皮短衣短裤，腰间别着一把小锯、一把
斧子，肩上扛着弹药袋子……这就是主
人公鲁滨逊，他从小就爱冒险，现在被
困在这个贫瘠荒芜的孤岛上。他不气
馁、不伤心，面对困难，勇往直前。读

着读着，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
鲁滨逊是那么勇敢，那么厉

害，凭借一双勤劳的手、
一个智慧的大脑，把荒

芜的居住地建设得美
丽而繁华。

鲁滨逊在这
个孤岛上生活

长达28年，一直在创造奇迹。在孤岛上
养了一只鹦鹉，名叫“波利”，还救了一
个俘虏，取名为“星期五”。他教“星期
五”学说话、种小麦、磨面粉、做面包
……生活得有滋有味。读着读着，我更
加钦佩鲁滨逊。

有一次，我看见一位老爷爷扛着一
些木头往坡上走，见他很吃力，便上前
帮忙。我试着推、拉、扛、背，可木头
纹丝不动。我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
吁，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爷爷，我实在
……实在扛不动，我无能为力。”爷爷脸
上的微笑有点勉强，我于心不忍，就在
这一刹那，有一个人浮现在我脑海中，
他就是鲁滨逊。他似乎在对我说：“不要
轻言放弃！不要把一个老人丢在这儿，
面对遇难的人，我们要伸出援手！加
油！加油！你一定行的！”我立马树立起
信心，鼓足勇气。突然，我看见坡上有
一棵树，眼睛一亮！对了，可以借树之
力。

在我们俩的合作下，成功地将大木
头运到了坡上，我能感受到鲁滨逊在夸
赞：“好样的！”

亲爱的同学们，打开名著——《鲁
滨逊漂流记》，学习鲁滨逊，汲取前进的
动力吧！

（指导老师：虞仁华）

端午节
正则小学五（6）班 许家睿

“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
原。”端午节又名端阳节、重五节等，为了
纪念爱国诗人屈原，我们学校校庆日就设
在端午节的前一天，每个年级各有庆祝活
动。

我们五年级的活动是“童声里的中
国”，学校特意邀请了沈琛琛、葛磊两位校
友，她们可都是大人物呢！我们年级有二
十位同学参加这次演唱，沈琛琛为我们
主持节目。同学们的歌声美妙动听、精
妙绝伦，赢得了大家的连连称赞。接下
来校友葛磊为我们分享了她的成长经
历，她讲述了小学时的一件事：小学时
一次期末考试前，老师说考到100分的学
生暑假只要求写一篇作文，否则就要写
30篇。她考前认真复习，再加上平时扎
实的学习基础，她考试时轻松考了 100
分，一个暑假尽情地玩……哈哈，真是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学校的活动精彩纷呈，我们家里的

活动也丰富多彩。回到家我就看到外婆
在包粽子，盆子里的粽子个个硕大饱满，
有花生白米的，有紫米豆沙的，还有我最
爱的猪肉蛋黄的！再看外婆的包法：十分
娴熟地把粽叶弯成卷，往里面灌进糯米
……好像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包好的粽
子一个个胖嘟嘟的，让人垂涎三尺。我也
试着包了一个，加了蛋黄和猪肉，虽不像
外婆包的那样美观，但我心里美滋滋的，
吃起来也很美味！

今年我还很荣幸地被评上了“巴菲
特奖学金”，获得了 500 元的图书券呢，
这个端午节过得真愉快啊！

爸爸的爱
新区实验小学五（5）班 陈明仁

冬日，寒风凛冽，爸爸的爱却能温暖
人心。

有一天早晨，爸爸看着外面大雪纷
飞，走到我的面前说：“儿子，外面很冷，
你在楼道里等我，我去外面把车推进

来。”话音未落，爸爸就跑
下楼了，我刚到楼道，一阵寒
风吹来，冻得我直打哆嗦，下了
楼，远远地就看见爸爸在风雪中推着
车，我的耳畔不时回响着爸爸的话——

“外面冷，你到楼道里站着，里面暖和。”顿
时，我觉得爸爸的爱很伟大，很温暖。

下午，我放学从学校回来，爸爸来接
我。我远远就看见了爸爸，我走到他身
边，他把身上的大衣、手套、围巾……给了
我。

回去的路上，天气明朗多了。爸爸不
顾自己冷，还不停地问我：“在学校里冷不
冷？学习累不累？……”平时，我听了这
些话，都觉得心烦。可今天却觉得十分温
暖。回到家，我想：这么冷的天，爸爸应该
很需要一杯热水。我去倒了一杯热水，可
水太烫了，我的手都快抓不住了。“啪”杯
子掉在地上碎了，我原以为爸爸会批评
我，可他并没有批评我，还夸我懂事。

这个冬天一点也不寒冷，因为有爸爸
的爱一直温暖着我。

（指导老师：邹红梅）

纸杯不燃烧的奥秘
匡亚明小学六（3）班 何自福

“盛满水的纸杯不会被火点燃。”书
上这短短的一句话吸引了我的眼球。“既
然是纸，哪有不着火的？”我心中有很大
的疑惑。百闻不如一见，百见不如一
干。我决定亲自验证一番。

家中有现成的纸杯和打火机，正好
拿过来试试。为了安全起见，我将实验
地点选在了水池边。开始“玩火”了，
我打开水龙头，灌了半杯水。随后我握
住纸杯的杯沿，小心翼翼地按下打火机
的开关，顿时通红的火苗贪婪地“舔”
着杯底。不过几秒钟，白白净净的杯底
就出现了一块大大的黑斑，并且迅速蔓
延，直到覆盖整个杯底。

我紧盯着杯子，将近 20 多秒过去
了，杯底变得焦黑一片，却一直没有燃
起火苗。还真奇怪，难道今天强大的火
会向纸投降吗？我又耐着性子等待了十
几秒，可还是顽石不点头――依然如故。

我心里十分疑惑：为什么放了水的
纸杯不会被火点燃呢？为了解开这个谜
题，我开始查找资料，终于茅塞顿开！
原来每件可燃物都有自己的燃点，当我
们燃烧加了水的杯子时，火焰产生的热
量，从杯底迅速传到了杯中的水里，而
水的液体流动性和良好的传热性能将打
火机火焰的热量迅速散开。这样，杯底
的温度始终达不到纸的燃点，纸杯就烧
不起来了。而没有装水的杯子里，只有
传热性能不好的空气，打火机火焰的热
量散发不了，轻易就到达了纸的燃点，
当然就燃烧起来了。

啊，我终于揭开了纸杯不燃的奥
秘！只要肯动手，生活中处处是科学。

（指导老师：严仙花）

回家
新桥中心小学六（1）班 朱志虎

我的老家在合肥，那里的景色非常美
丽，有广阔无垠的大水库，有如同楼梯一
样的梯田，还有茂密的小竹林
……

今年寒假，我有机会回
老家过年，我的心情十分
高兴。坐在“和谐号”上舒
服极了，火车到达我老家

需要一个半小时，
兴许是太舒服的缘故，我在火车上睡着
了。爸爸把我叫醒，说“快到了，别睡了”，
过了一会儿，我们果然到站了。出了车
站，我们找到公交车，大约过了十分钟我
们就到家了。一到家我就跑出去玩，我先
到水库边去看看，水里有很多野鸭，这种
鸭子十分奇特，一看到人们就钻到水里面
去了，听说它们可以在水里待五六分钟
呢！之后我又到竹林里去玩，我最喜欢竹
子了，它的外形美观，像一个亭亭玉立的
少女，墨绿色的枝条就像是少女披散的长
发，一阵微风吹来，枝条摇了起来，发出沙
沙的声音，十分悦耳动听。

老家的景色优美，希望大家到我的老
家来游玩。

(指导老师：刘文华)

《爱之链》续写
行宫中心小学六（1）班 马维廷

乔依醒了，睁开眼睛，妻子快步走到
乔依身边，亲切地说；“你醒了。”乔依迷迷
糊糊地说：“不好意思，没跟你说一声就睡
了，可我真的太累了。”妻子微笑着说：“没
事，你也不用再为工作而苦恼，上天一定
会保佑你的。今天我还受到了一名老妇
人的帮助，一定会有热心的人来帮助你
的。”通过了解，乔依知道那就是他今天帮
助的老妇人，感动得泪水顿时溢满眼眶。

第二天乔伊又出门找工作去了，才发
现今天街上格外热闹，人来人往水泄不
通。他看到了一家超市，觉得不错，就去
应聘。谁知门口站着一个小男孩，他赤着
双脚，一袭破衫，头发又乱又脏，鼻涕流了
一地。乔依亲切地问小男孩：“你叫什么
名字啊？”小男孩一愣，喃喃地说：“我叫安
德鲁，是个孤儿，因为迷了路，所以等养父
来接。”乔依见他两腿发抖，肚子里不时传
来“咕咕”的声音，就把他带回了家。回到
家，乔依让妻子做一碗热气腾腾的面给安
德鲁。安德鲁感动地哭了。看到养父在
外面等他，乔依说：“去吧，孩子！”安德鲁
感激不已：“乔依叔叔，您的恩情，我永远
也不会忘！”

十年后，乔依收到了一份特殊的信，
上面写着：“请来我这儿工作。——安德
鲁”。乔伊顿时流下了两行热泪……

（指导老师：陈雪平）

安全出行，世界更美
访仙中心小学六（3）班 彭岩岩

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汽车成了人们
的主要出行工具，它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
有方便与快捷。但是，如果我们驾驶不
慎，它又会给我们带来无法弥补的伤痛。

去年寒假，我和爸爸妈妈回到老家。
收拾完房子，我们一起开车上街购置一些
过年的物品。

车子开到一个十字路口，红灯亮了，
爸爸踩下刹车，把车停下，等绿灯亮了再

走。就在这时，一辆汽车突然从我们车旁
冲了出去，只听“哐当”一声巨响，撞到对
面的一辆车上。车里的人全部飞了出来，
车子也瞬间侧翻。我吓得闭上了眼睛！
不一会儿，警察和医生来了，那个肇事司
机的家人也赶到了。他的母亲哭得泪流
满面，医生劝她不要伤心：“老人家，人已
经送到医院抢救，我们一定会尽力的，请
相信我们。”而对面被撞车主的母亲也失
声痛哭：“我的宝贝女儿啊，我就你这么一
个女儿。你去了，我该怎么办啊？”说完就
昏倒在地。我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来……

交通事故是多么可怕啊，转眼间就能
夺走人鲜活的生命，且无法挽回。如果我
们每个人都能遵守交通规则，都能谨记

“宁等三分，不抢一秒”的警示，就不会发
生这样的悲剧了。

我默默祈祷：所有的人都遵守规则，
安全出行，让这个世界越来越平和，越来
越美好。

（指导老师：孙玮华）

忆烽火年代，惜幸福生活
实验小学五（2）班 吴志玲

今天，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去参观了
位于茅山的新四军纪念馆。

在纪念馆门口，讲解员给我们介绍
了新四军的由来等内容。我们在外面还
是乐呵呵、笑嘻嘻的，可进了展馆，队
伍就立刻变得鸦雀无声。同学们个个站
在墙前，静静地看着上面的图片以及文
字。眼睛里只有悲伤和凝重。是啊！看
着那些炮火连天的图片，怎能不悲伤
呢？突然，我看到了一个令人悲痛不已
的牌子，上面写着日军侵略江苏一带沦
陷的地区——丹阳、句容、镇江、南
京、常熟……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是日军
没有踏足的。这时，我替新四军捏了把
汗。

继续往前走，我又看到了几幅令我
气愤的照片——有孩子一个人在街上伤
心哭泣的，有妇女被砍断了双腿在大街
上痛苦哭泣的……这时，我的心也跟着
他们痛苦起来。再往前走，我看见了一
幅值得我们高兴的照片——经新四军多
次激烈战斗，多个地方得以解放。太棒
了！

后来，我终于看到了值得我们欢
呼，值得我们欣喜若狂的图片和文字
——日军交上了投降书！这怎能不让人
欢喜呢？因为这一刻，我们胜利了！在
这一刻，中华儿女终于可以昂起头来走
路；从这一刻起，中华民族将走向繁荣
与昌盛！

接下来，我们来到革命烈士碑前。
在这里，我们的思绪久久不能平静，因
为先烈们的英勇付出，我们的国家才得
以安定，才得以繁荣昌盛。因为有他
们，我们才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

下午，“重走长征路”——爬茅山，
我们又体验了走长征的艰辛。走到最
后，我们都精疲力竭，像一摊泥一样，

坐在椅子上。回想一下，我
们才走了这么一点路就累
成这样了，那红军的两
万五千里长征是怎么走
下来的呢？真是惭愧！

一天的研学一眨眼

就过去了。可我永远忘不了
新四军的英勇风采，所以我们一

定要好好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指导老师：高文彬）

象棋对弈
荆林黄荻小学四年级 刘泽浩

自从我学会下象棋后，打败了不少
“高手”，自以为天下无敌了。万万没有想
到会败在我表弟手里。

五一长假，我的表弟在我家玩，突然
对我说：“哥哥，我们下象棋吧？”我偷偷一
乐，说：“好啊，只怕你不是我的对手吧！”
我趾高气昂，决心杀他个片甲不留，有心
让表弟领教一下我的棋艺有多高。

刚开局，我用炮和马互相配合，连续
杀了他三个兵。接着又吃掉他一个炮和
一个马。进入中局以后，我以一车换他一
马一炮。在我的重重围攻之下，表弟很快
败了局。我笑着说：“怎么样，哥哥的棋艺
厉害吗？好好学几年再与我对局吧！”想
不到表弟并不服气，他拉住我的衣角说：

“好表哥，再领教一局吧！”
第二局一开始，我还照着原来的棋路

走，用炮和车去攻打他，可他却不慌不忙
地进了兵。我想：进兵有鸟用！便自作聪
明地用炮去追杀他的兵，谁知他的马趁机
从暗中杀出，当我发现自己中圈套时，已
经太迟了，他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很快
吃了我一马一车。最后，他用了一招“马
后炮”将了我的军——我真是“大意失荆
州”，我输了。

我气得脸上发红，输给一个无名之
辈，无颜在江湖立足，一定要战胜他。于
是我们三局定胜负，又下了最后一局。这
一局，我调动了车、马、炮发动全面围攻，
来势汹汹，实行大围剿，猛打猛冲。没想
到家营空虚，一不留神被他的马跳进军
营，一将就闷死了。我一下愣住了，半天
说不出话来。

这件事情告诉我：无论什么时候都不
能骄傲，更不能自作聪明。世界上没有绝
对的胜利，我们要时时刻刻向前看，每分
每秒向前进。

（指导老师：丁淑红）

垂钓记
麦溪中心小学五（2）班 管天佑

清晨，我和爸爸去钓鱼。
到了塘边，我和爸爸就做了明确分

工。我打开箱子，撑伞，爸爸拌鱼食，调浮
子。爸爸一边调浮子，一边兴致勃勃地和
我讲怎么调浮子。我问：“这钓鱼和调浮
子有什么关系？”爸爸语重心长地说：“有
关系啊！钓鱼看浮子。浮子调得不好，就
算是鱼吃钩了，你不知道，也就钓不上
来。”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不一会儿，爸爸把浮子调好了，扬竿
下钩，我也跃跃欲试，准备开始垂钓了。
下钩前，爸爸对我说：“钓鱼要一心一意，
不能三心二意的，要心无杂念，看清浮漂
的动作……”现在的我哪里还能听得见爸
爸的话，嘴上说“哦！”手上都已抓了一条
蚯蚓，鱼钩从蚯蚓中间穿入，一推，然后左
手一松，右手一提，竿子一甩一落，钩子就
飞进了水里，溅起水珠，浮子就立在了水
里，静等鱼儿上钩。就在这时，爸爸迅速
一提，一条鲫鱼上钩了。看着爸爸钓到了
鱼，我也着急得很！心里便默念着：鱼儿，
鱼儿，快来上钩……

不一会儿，我的浮
子一上一下开始

动了起来。“上钩了？”我坚信着。随后我
便一提，钓了一条小白条。虽然是条小
鱼，但我高兴得不得了——这是我的第一
个渔获物，我也能钓到鱼了！心理美滋滋
的。我取下钩上的鱼，放进了网里，争取
再接再厉。

又过了大半会，只见爸爸的浮子剧烈
地窜动，又一条鱼咬钩了。我着急地对爸
爸说：“爸爸，爸爸，你怎么不赶紧提鱼
竿？一会鱼跑了。”爸爸说：“这是条大
鱼，不能急着提，这样提鱼，鱼线就会
断了。线断了鱼不就跑了吗！”只看见鱼
在水里游到这里，老爸提着鱼竿走到这
里；鱼在水里游到那里，老爸又跟着走
到那里，爸爸在和鱼儿玩耍了。我便对
老爸说：“老爸，你不累吗？”老爸又对
我说：“这叫溜鱼。我累呀，但鱼也累
呀。等鱼累了，游不动了，没力气挣扎
了，我才能拎上来。”老爸又对我讲：

“现在的鱼线不能紧，又不能太松。”我
疑惑地问：“为什么？”老爸说：“太紧，
线断。太松，鱼就脱钩了。”看着爸爸的
人鱼大战，我觉得学问还真多。历经半
小时的激战，水里的鱼累得败下阵来。
爸爸也不慌不忙地拎起。一条十多斤的
大草鱼，我真是羡慕嫉妒恨。心里又
想：“难道是鱼知道我是个小孩子，怕我
拎不动，不来吃钩？”

时间飞快，天越来越热，一上午过去
了，我仍然没有钓到其他的鱼。我期盼着
下个星期天的到来……

情系小绒绒
正则小学四（1）班 郦智

5月1日 星期三 晴
今天，我在奶奶家见到个金黄色的小

家伙，一身毛绒绒的羽毛，一对小巧可爱
的翅膀，还有一对像桨一样的大脚蹼，你
们猜它是谁？没错，它就是小鸭子。

这小鸭子可有趣了！一双乌黑发亮
的眼睛显得格外精神，扁而长的嘴粉嫩得
像婴儿的皮肤，似乎一碰就会有一个印
痕。它的鼻孔镶嵌在嘴巴上，如同沙粒一
般细小。它旁若无人般从我身边走过，尾
巴微微向上翘起，肥肥的屁股一左一右地
扭动着，嘴里不时发出“嘎嘎”的叫声。那
傲娇的样子，真像个高傲的王子。我看它
全身毛绒绒的，便给它起了个名字——小
绒绒。

5月2日 星期四 晴
很快，小绒绒就和我成了形影不离的

好朋友。中午，为了犒赏它，我特意给它
改善伙食，加了黄瓜里的籽。出乎预料，
小绒绒对陌生的食物十分警惕，它跑到食
碗前，啄一下，哒哒哒后退几步，再跑到食
碗前，啄一下，直到确信没有危险了，才狼
吞虎咽起来。偶尔停住啄食，“嘎嘎”叫两
声，好像在说：看我超级“无影嘴”，嚯嚯
嚯！哈哈，可逗了！

5月3日 星期五 小雨
一大早，我就兴致勃勃地将小绒绒从

小箱子里捧出来。把它放下来时，我想给
它梳理下绒毛，它却一溜烟地跑进了一旁
的小屋，找到草堆蹲了下来。小屋已经废
弃了，里面脏乱差，还有湿湿的泥巴地，我
不敢越雷池半步。这时小绒绒“嘎嘎，嘎
嘎”地欢叫着，好像在说：来抓我呀，小主
人，怎么不来抓我了？我无奈，把一截鱼
肠放在它的食碗里，小绒绒这才被香味吸
引过来，我趁机捧起它，梳理绒毛。哎，真
是个小淘气呀！

5月4日 星期六 阴
坐在回家的车上，我的脑海中，

时时闪过和小绒绒待在一起的快乐
情景，忍不住鼻子发酸，眼睛里噙

满泪水。这是我第一次为离别伤心，原
来，哪怕是动物，只要你和它一起玩过，为
它笑过，或为它哭过，就会有一种像牛皮
糖一样，紧紧连着、难以割舍的友情！

（指导老师：陈建华）

写给秋天的诗
云阳学校清流诗社 张缘

你是桂树上的第一丝甜香
你是田野中的第一抹金黄
你是枫林中的第一片红叶
你是菊丛中的第一簇芬芳
你是雁群中的第一次惜别
你是风中的第一缕微凉
你是诗人笔尖的第一行愁思
你是夏蝉临别的赠言
你是孩子写给果园的感恩卡
你是我生命中的一程金风送爽
天朗气清
（指导老师：陈春亚）

一个神奇的梦
司徒中心小学三（3）班 谢万里

有一天，我看了猪猪侠的糖果世界，
晚上我就做了一个梦……

我梦见我到了一个世界，那里的草是
糖果，花是糖果，树是糖果，房子居然也是
糖果……

我看到了那里都是糖果人，而我竟然
变成了我最喜欢吃的草莓味的糖果人！
我走到了糖果村的长老房前，看到了很多
蓝莓味的小糖果，我可以尽情地吃，没有
人会阻止。

我继续往前走，遇到了一个面馆。我
进去吃面的时候，看到了面是果冻、汤是
果汁。我想：这就是面吗？唉，就这样吃
吧，总比饿着好点吧。我吃完了“面”之
后，问老板：“老板几元钱呀？”

糖果老板说:“您是外地来的吧？”
我随口说：“嗯，怎么了？”
糖果老板说：“贵客，我们这里的钱是

几颗，不是几元。”
“哦，原来如此。”我接着说，“那是几颗

钱呀？”
“贵客，一共两颗。”
“这几颗是什么样的钱呀？”
“是蓝色的，与蓝莓的颜色一样。”
“好的，知道了。”
我掏了掏口袋，看到了那些蓝莓味的

糖果，于是说道：“是这个吗？”
“是的，这就是那几颗钱。”
于是我就把“钱”给了他。
我走出面馆，就去玩蹦床，我看到蹦床

是用口香糖做的。我用力蹦，蹦得老高
了，一下子口香糖被我蹦了个口子，把我
给吓醒了。

原来这是我做的梦呀！这真是一个
神奇的梦。

（指导老师：陈琳）

爱上写作（小学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