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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讲评试卷，涉及到
病句的修改，我就趁这个机会
给学生讲一讲病句常见的几种
类型，目的是想让学生以后碰
到类似问题时能解决。谁知我
还没讲完，一个男生贾某某突
然冒出了一句：“老师，你讲试
卷就讲试卷，不要讲其他东西
了。”这个学生平时学习不太认
真，上课经常走神，考试难得及
格。所以我当时就火了：“这怎
么就跟试卷无关了？难道讲试
卷就把试卷上的东西说说就可
以了吗？重要的不是会做一个
题目，而是要掌握解决问题的
方法，举一反三。就试卷讲试
卷有什么意义？难怪平时总学
不好。”我注意到，在我讲这些
话的时候，他的脸红了，低下了
头。我平静了一下情绪，也没
再多讲，心想，下课找他谈谈。
这节课后面的时间，他显得比
平时认真了许多。

课后我没有立即找他，课

间，贾同学径直走到我身边，显
得有些腼腆，对我说：“老师，今
天上课的事我不是故意的，你
不要生气。”多好的孩子！我一
阵感动，拍拍他的肩膀说：“没
事，老师怎么会生气呢？你平
时一定要多花些时间在学习
上，先把基础知识抓好。上课
要集中注意力，动脑筋，多思
考，这样肯定会提高的。老师
今天也不该发火，你别放在心
上。”他点点，看着我，笑了。

我经常想起这件事，也颇多
感慨。

其一，刚进初中的学生，还是
个孩子，他的心智还不成熟，有时
难免欠思考，做出一些令人意想
不到甚至是出格的事。而我们是
成年人，面对一些突然发生的事
情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妥善处
理好。学生再小，也是人，我们要
尊重他们的人格。

其二，要关心每个学生。一
个班级，学生习惯、学习品质等

等各不相同，成绩有好有差是
自然现象。作为老师，我们要
一视同仁，甚至要花更多的时
间在那些成绩不好的学生身
上，多关心、多指导，帮助他们
树立信心，激发起他们的学习
热情，培养他们好的习惯，让他
们充分发挥潜能，不断提高自
己。

其三，要多与学生沟通、交
流。我们是学生的引导者，要
放下架子，深入到学生中，跟他
们交流学习，交流思想，让他们
能把我们既看成传道、授业、解
惑的老师，又看成可以无话不
谈的好朋友。这样，我们的教
学氛围就会十分融洽、和谐，效
果当然才会更好。

贾某某同学在这件事以后，
改变了不少，上课、作业都比以
前有了进步。我也一直关注着
他，及时给他鼓励、帮助。相信
他能在今后的学习生涯中越来
越好！

偶然的一次课间值日，在
楼梯口的室外图书角，我看见一
个一年级的小男孩，安安静静地
蹲着，寻找喜欢的书籍，突然他
从书架上拿出一本《我们爱科
学》，很认真地坐着开始看起来，
或许他还不太认识书本上的字，
但每次都是很认真地把书上的
配图看了一遍又一遍才开始翻
页。“他肯定很热爱科学吧。”我
心里暗暗想着。冬日里零摄氏
度的天气，他穿着的那双鞋子看
起来又大又不保暖，衣服也是薄
薄的两件，我走进，轻轻地握住
他的小手，问他：“你喜欢科学
吗？”他稚嫩的小脸露出微笑，迅
速地点了点头。经过交谈我发
现，原来他家住在窑厂，爸爸、妈
妈每天工作都很忙，无暇照顾他
的生活，也没时间带他买书，多
亏了学校有公共图书角，他特别
喜欢科学，知道很多小动物，知
道很多科学现象的原理，他说他
知道海豚是流线型的体型，知道
虹吸现象……这对于一个乡村
一年级的孩子来说真的已经非
常棒了。他说他有一个梦想，他
想发明一个可以帮助爸爸妈妈
在窑厂搬砖的机器人，这样爸爸
妈妈就可以不用这么辛苦，可以
多些时间陪他……

多么可爱的孩子，多么好的
科学梦。

临近期末的一天，从办公室
到教室走廊里，我看见一个孩
子，在走廊上，在吹塑料袋的小
碎片，白白小塑料袋碎片，被他
一口气吹得飘走了，他又往前移
动继续吹，这让我想起了江苏省
科技模型竞赛中的一个项目“风
火轮”，利用推板产生上升气流，
并不断调整气流方向和大小，从
而控制模型的飞行。我走近他，
蹲下和他交谈：“这项运动很有
趣，你知道这是什么原理吗？”他
说：“因为吹了气呀！”于是，我特
地给他介绍了伯努利原理，并答
应下次和他一同做和气流有关
的科学小实验，当我要离开时，
他轻轻地拉了拉我的衣角，说：

“老师，以后我有科学问题都可
以问你吗？”我肯定地答道：“当
然可以！”“老师，我长大了想当
科学家，我想发明一种可以变形
的飞机，不想飞了可以变成汽
车，还可以变成轮船……”

多好的想法，多么好的科学
梦。

我想，我们一定要用心呵护
这些乡村孩子的科学梦，引导他
们阅读科普图书，陪伴他们一起
开展科学小实验，通过动脑、动
手提升孩子们的科学兴趣，努力
给他们的科学梦增添更多的丰
富养料，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有成
为科学家的可能。

乡村孩子的科学梦
司徒中心小学 步敏

校本教研如东行：

稇稇载而归 不虚此行
第三中学 毛红艳

10月25日至26日，我们三
中全体班主任、教研组长、备课
组长一行 60 人在校长张步青
的带领下慕名来到江苏省南通
市如东县进行教学研讨活动。

我们如东学习第一站——
景安初级中学。这是一所普通
的乡镇中学，但学校书香浓郁，
内涵丰厚，管理精细，教学质量
领跑如东初级中学。走进景中
课堂，领略“问题伴学”教学模
式的独特魅力；聆听孙校报告，
感悟以问题为导向，培养学生
深度思维能力的课堂教学改
革，特别是对于学生问题意识
的培养等内容引发了老师们的
深深思考。

如东学习第二站——如东
高级中学。学校顾校长带领我
们参观校园：俯仰石、崇文广
场、院士坊、状元廊、不倦亭，校
史馆、美术馆，江苏省情境英语
课程基地、生物无土栽培实验
室。我们感受到如东高级中学
校园文化建设的别样风采以及
丰富多彩的课程文化和底蕴深
厚的办学特色。

如东学习第三站——如东
实验中学。我们走进了学校极
具时代与地方特色的“南黄海”
民间绘画工作坊，这里以其独
特的展示设计、丰富的展示内
容成为了该校的一大亮点和特
色。我们来到学校报告厅，韩
明校长作经验交流报告，他从
学校的党建工作、规范办学、队
伍建设、学校特色、德育工作等

方面给我们分享了如东实验学
校的宝贵经验和做法，毫无保
留，坦诚相待。缪剑副校长说
年级组管理，要坚持一个中心、
两个支撑点、三个突出、四种意
识、开好五种会议、搞好六个活
动。初三数学备课组组长徐维
东发言，他强调数学教学要注
重方法和变革；物理备课组组
长刘冬梅指出物理要以思维能
力的发展为中心。他们这些宝
贵的经验和做法为我们开展校
本研训提供了借鉴和启发。

如东学习最后一站——栟

茶中学。我们来到知行楼一楼
“栟中平民教育馆”，参观了校
史室，了解了栟茶中学九十年
来的办学历史，还有平民教育
家姚止平的事迹材料……珍贵
的手稿、影像资料无不是平民
教育思想和栟中精神的体现。
参观校园后，栟茶中学姜宁兵
校长为我们作了报告，接地气、
讲真话、讲实情，赢得了大家的
阵阵掌声。大家一致认为，姜
校长的学校教育教学管理策略
和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两天的培训活动，虽然行
程安排得紧张而又忙碌，但是
我们走出去，了解了发展变化；
走出去，开阔了眼界心胸；走出
去，更新了教育理念。我们将
带进来，更为先进的教育思想；
带进来，更为新颖的教学形式；
带进来，更为独特的教育创新！

乘兴去稇载而归，如东行
不虚此行。

“知识角”投稿热线：
86983017，投稿邮箱：
1132713237@qq.com

知知识识

角角

每逢写作文，学生就会唏嘘
不已、叫苦连天，学生为何对写
作敬而远之呢？很大一部分原
因是胸中无丘壑，没有创作的
欲望，更无写好美文的信心，可
见激发写作兴趣、撩拨创作欲
望在作文教学中多么弥足珍
贵，有了想写的欲望、表达的冲
动，自信心便会不约而至。

1、以写作日记为基础，激
发学生写作的信心。

日记因形式自由，字数不
限，题材广泛，给了学生很大的
发挥空间，一般学生不会觉得
是负担。学生在日记里可畅所
欲言，可评论时事，可抒写心
声，可描述自然，可描绘万物
……一切爱恨情仇都能诉诸笔

端，可写的，难启齿的，都能在
日记的天地里尽情宣泄、无拘
倾吐。写得多了，就会得心应
手，文字也会越来越美，内容也
会越来越充实，自信心无形中
便得到了增强。

2、以开展活动为桥梁，树
立写好作文的信心。

生活即教育，可引导学生关
注缤纷的校园生活，组织学生
参加各类有趣的活动，如讲故
事比赛、汉字书写大赛、才艺展
示赛、演讲辩论赛……参观新
农村建设，指导学生观察“大自
然的语言”等等。鼓励学生走
出课堂，走进生活，参与各种活
动，观察生活，体验生活，从中
挖掘出最为熟悉、最打动人的

宝藏。学生有了感触，有了体
验，就有了表达的欲望，才会乐
意去写，心甘情愿地去写，信心
倍增地去写。

3、以鼓励赏识为基点，提
升学生写作的信心。

教师要不吝赞美之词，作文
中的佼佼者，可当作范文当堂
讲读赏析，即使是一个新颖别
致的题目，一段与众不同的开
头，一个贴切传神的词语，一句
形象生动的比喻，也要大加赞
美，不可一概否定，使其产生挫
败感。让他们觉得“我能写”，
从“畏写”到“想写”到“乐写”，
一步一步迈进，最后达到树立
学生写作自信心的目的。

小朱是一名“特殊”的孩子,
让每一位教师都感到头痛、棘
手。小朱的脾气很倔强：平时同
伴间有了矛盾，老师如果不帮
他，他有时会怒气冲冲、瞪眼与
你对峙半天，一言不发，令你无
法收场；有时会情绪激动，像一
头发怒的小狮子一样捡到东西
就扔就甩。最近令班主任头疼
的是他还经常光顾校门口的小
商店，把零食带到班里跟同学分
享，包装纸随地乱扔。

从表面现象看，“小朱”在行
为上有明显的攻击性特点，而实
质上，是他自我中心意识强烈，
自我控制力差的问题。导致原
因：1、可能“小朱”是在家人的百
般呵护下成长，备受宠爱，成为
家中的“霸王”，事事都能如愿以
偿。久而久之，便形成倔强的个
性。2、可能是充满暴力攻击的

家庭为“小朱”提供了不良的人
际交往模式。通过观察父母的
行为及其后果，获得了人际交往
的知识和不恰当的攻击解决策
略。如：当孩子出现错误时，不
问青红皂白打骂孩子。3、可能
是受暴力性传媒和游戏的影
响。通过观看电影或电视上的
暴力行为，习得攻击他人的种种
方式。

对此，我有以下思考：
1、对待孩子发脾气进行“冷

处理”，即采用暂时不理睬他的
态度。只要不发生意外现象，便
应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如此
几次后，让他自己领悟到靠发脾
气是不能达到自己不合理的目
的的，然后再慢慢地晓之以理，
动之以情。教他如何与人友好
交往，要学会宽容和谅解，学会
去换位思考、冷静，不要感情用

事。
2、主动取得家长的配合。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树立
良好的形象，用自己良好的行为
规范影响孩子，未雨绸缪，从减
少自己的攻击行为着手，从而帮
助孩子减少攻击性行为。

3、买零食与同学分享说明
他渴望与人交往，渴望得到别人
的关注。抓住这一闪光点大张
旗鼓地表扬，循循善诱，因势利
导，继而让他认识到吃零食不利
于身体的健康，随地乱扔垃圾更
是不对的，并让他担任班上的

“文明小卫士”。同时也应取得
家长的支持与配合，不要过分地
溺爱孩子，少给或不给孩子零花
钱，让孩子懂得节约。

总之，以暴治暴的方法已经
过时。用心灵感化他，用科学的
方法矫正他，才是明智之举。

从从““畏写畏写””到到““乐写乐写””
新区实验小学新区实验小学 黄正平黄正平

““特殊特殊””孩子特殊办法孩子特殊办法
新区实验小学新区实验小学 赵玉琴赵玉琴

多一分冷静多一分冷静 多一份爱多一份爱
新桥中学新桥中学 郭洪明郭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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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味的中国
吕城初级中学七（3）班 洪雨欣

中国有句话，叫“民以食为天”，
中国还有八大菜系，你知道吗？今
天，王老师为我们带来了美味视频
——《中国八大菜系》，观看时，那香
味似乎能从屏幕里飘出来，引诱得同
学们咂吧着嘴，就快口水直流啦！

中国的八大菜系分别为：川菜、
鲁菜、湘菜、苏菜、粤菜、浙菜、闽
菜和徽菜。这八大菜系各有各的特
点：川菜以辣出名，鲁菜中正大气，
湘菜软糯浓郁，苏菜浓而不腻，粤菜
鲜而不俗，浙菜鲜嫩，闽菜清鲜，而
徽菜则味鲜浓郁。要问我最喜欢什么
菜系，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川菜，因
为它很辣，但辣得爽，让我欲罢不
能。川菜的代表很多，如麻婆豆腐
啊、辣子鸡啊、回锅肉啊……看着视
频中色彩鲜明的川菜，回味着那麻辣
鲜香，我的思绪飘到了一个月前。

那是暑假的一天，我在四川外婆
家，正当我闲得无聊之时，我美丽大
方的舅妈来了，神秘兮兮地说带我去
个地方。没想到，我们的目的地是一
个简陋的小店。可不就是简陋嘛，用
来关小店的车库门锈迹斑斑，店外墙
上布满了各种各样的小广告，它甚至
连个店名都没有。里面呢？标准的食
堂板凳，没有灯。但令我不解的是，
这里面人头攒动，每桌都坐满了人，
甚至还有站着的，他们都低着头津津
有味地吃着。阵阵香味不时地钻入我
的鼻孔中，我忍不住深吸了一口气。
舅妈说：“这家酸辣粉远近闻名，还上
过电视呢！”真的这么好吃么？我带着
疑问开始排队等候。

当一碗酸辣粉摆在我面前时，我
惊得嘴巴都合不拢了！鲜艳的红油均
匀地铺在白汤上，中间那抹绿 （香
菜）新鲜夺目。这碗粉像极了一个大
大的番茄！香味直逼我的灵魂，我连
忙尝了一口。那宽粉十分劲道，完美
地融入了酸辣味。香菜刚刚放进去，
很嫩，很新鲜，吃起来很脆。花生米
圆润饱满，送入口中，清脆的“咔”
声在你耳边回响。这声音好比天籁，
又为我增添了更多的食欲。唇齿留
香，回味无穷，我忍不住大吃起来，
恨不得把舌头都吞进肚去，吃货的本
相暴露无遗。很快，一碗粉就进了我
的肚子，我舔了舔嘴唇，一旁的舅妈
看着我，一直在笑。往后几天，我都
想着那碗让我丢弃淑女形象的酸辣
粉，想再吃一碗。

小小的一碗酸辣粉只是中国八大
菜系中的冰山一角，八大菜系色香味
丰富多变，让中国变得有滋有味，是
我们中国的骄傲。我希望这八大菜系
能一直流传下去，同时期待这种饮食
文化广泛地传播到世界各地！

（指导老师：王丽娜）

有时，我也想放松
新桥中学九（1）班 王媛媛

时光荏苒，岁月匆匆，转眼间，
我已是一名进入初三的学生，因为初
三即将面临中考，所以我们的学业很
是紧张。

初三的每一天都很忙碌。早晨，
当你刚进入教室时，看见许多同学在
专心致志地读书，在这种氛围下，你
不得不跟随着他们，和他们一起不知
疲倦地看书，看书。早读课下课的十
分钟，需要预习下节课的内容。每当
正科学完后，随之而来的就是作业，
我们没有一点时间去放松，只能奋笔
疾书，赶紧完成作业。而作业就像游
戏一样，当你这关通过了，下面还有
许多关，不知什么时候是个头，你只
能埋头苦干。

当一天的学上完了，回到家躺在
床上，也许你想放松放松，但在想放
松的时候，就会想到今天的作业还没
有写完，耳边也会想起父母常对我说
的话：“你要好好上学啊，不要像我们
一样，没文化只能干苦力，你学上好
了，以后生活自然也会好……”于
是，只能坐起，翻开书包，把今天的
作业拿出来写，写完也差不多十点
了。这时我只能去睡觉，为明天养精
蓄锐。

有时，我真的很想放松一下自
己，但实在找不出时间。我想过下课
的时候不要埋在作业里，下去走走，
转转。可我做不到，因为我觉得这时
候的放松意味着松懈，当别人都在一
项一项地完成作业时，只有我出去，
把作业堆积在一起，那很有可能变成
欠债一样，越欠越多，到了一定数目
时，你就不想还了。我不想变成这
样，所以每天只能埋在题海中。

在现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每个人
都很浮躁，急于完成手中的事，但一
生中有很多你必须要做的事，而这些
事是做不完的，所以我们应该找个时
间静下来。静下来，去领悟花开花落
的美丽；静下来，去体会温暖阳光的
惬意；静下来，去感受清风拂面的安
逸。而我，一定会找个时机让自己放
松，让自己平静下来。

秋天的舞娘
九中练影文学社 梅思涵

四季都有各自的舞娘。冬季的红
梅披着一匹梦幻色的雪纱缓缓走过，
精致的脸上尽是冷傲；春季的兰花拖
着翠绿的青叶摆裙欢快走过，细嫩的
脸蛋洋溢着生气；夏季的荷花穿着粉
红的蓬蓬裙，一脸娇气地走过，身后
的荷叶们优雅相随。

秋季的雏菊呢？生了病的她面容
枯黄，躲在后台不愿出场。就在秋季
着急时，一个微弱的声音冒出来了。
呀，是荷花的伴舞——荷叶！她说：

“我能试试吗？”
四季听后倒觉着不可思议。红梅

板着脸一语不发，兰花将自己的脸埋
进了厚重的裙摆。荷花更是一脸埋怨
地羞红了脸，而荷叶却舒了口气，向
舞台上走去。

舞台，是荷花留下的残台；舞
娘，是荷花不要了的残荷。

天空蓝得发白，如丝似毛的雨洋
洋洒洒地飘荡，荷塘内泛起一阵袅袅
的轻雾。几位身着墨绿衣的荷叶在烟
雨中用自己的歌喉发出了古琴般的声

音。几位残荷陆续登场。她们虽有些
残，不像荷花的伴舞一样碧绿滴青，
有了些淡淡的皱痕。她们随着轻幽的
歌声舞蹈，疏疏密密，高高低低，像
天仙醉酒后留下的龙飞凤舞的墨迹。

世界忽然安静了，那一群被遗忘
的残荷却成了这片净土上唯一的舞
娘。

我孤独地坐着，坐在这冰冷的石
凳上，让这寂寞的残绿，充满了我的
眼。

透明的伞叶上，玉珠滚落，我分
明看到，在这一片烟雨中，领舞荷叶
脸上的那些含情脉脉的露珠中，有她
喜悦的笑容。

那露珠，楚楚动人。那秋天的舞
娘，孤独而美丽。

（指导老师：钱文军）

成长的友谊
云阳学校七（7）班 王珮莹

友谊是什么？友谊是一缕阳光，
温暖着你的心；友谊是一盏明灯，为
你驱走黑暗；友谊是一座港湾，为你
遮风挡雨。

记得那是一次数学考试，试卷发
下来后，简直是晴天霹雳，我只考了
78分，那满试卷的红叉叉似刀一般割
疼了我的心。放学后，别的同学都像
出了笼的小鸟，笑嘻嘻地朝校门口走
去。我如泄了气的皮球慢吞吞地走在
最后，唉声叹气，想了想回家后爸妈
的态度，不禁打了个寒颤。她看见了
我这副模样，跑过来问：“这次考得怎
么样？”我弱弱地回答道：“不好，只
有78分。”她愣了下，安慰道：“没关
系啦！这次考不好，不还有下次嘛，
下次加油就可以了。”我低声说：“可
是我们这样想有什么用呢？要我爸妈
也这样想就好了。”“这一次考不好没
关系，人总会有失误的时候，轻松
点。再说了，接下来还有更加重要的
中考和高考，你只要把这两场考试考
好，那就 ok 了。”我觉得她讲得很有
道理，便问她：“你每次都考这么好，
有什么好的方法吗？”“嗯……这个
嘛，就是要多做题，上课所有的知识
点都要搞明白，还有就是要细心，会
做的题目一定不能做错，不然你难的
不会，简单的又错，肯定考不了高
分。”感觉她就像一个小老师般给以我
安慰和鼓励，心里好受多了。

我和她的友情坚如磐石，但有时
也少不了一些朋友间的磕磕碰碰。那
天，我和她同看一本书，我被书中的
情景深深地吸引了，一页刚看完就迫
不及待地翻下一页，可她还没看完，
我翻的时候，她的手下意识地一按，
书破了，我责怪她：“都怪你，看书这
么慢。”她被我的脾气吓坏了，傻傻地
看着我，站在那里，一句话也没说，
我生气地走了。

第二天，我仍然生着气，没有主
动和她说话。放学回家的时候，发现
书包里多了一本书，一看，原来正是
昨天看的那本。她把那破了的半张纸
用透明胶带粘在了一起，而且我看得
出她粘得很认真、仔细。书里夹着一
张纸条，一行娟秀的小楷：对不起，
我不该弄坏你的书。请原谅我。第二
天我带着一丝羞愧向她道了歉，我们
俩又重归于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友谊，有欢乐，有
伤感，伴随着我们一路成长。

（指导老师：朱泽华）

灵丹妙药
第三中学七（3）班 杨钧岚

在小升初的考试中，我失利了。
一个平静的早晨，一个电话打碎那原
有的平静。“杨同学，我告诉你一件
事，小升初考试中你的等第是‘优良
优’，数学总分 120分，达优分数线是
90分哦……”“噢，好的。”我回答时
忍住了泪水。挂了电话，我的眼泪如
同断了线的珍珠，止不住地往下流。
为什么？平时成绩优异的我，数学考
了还不到90分？心里一遍又一遍地问
自己……

这个成绩让我难过极了，想找朋
友诉说，但又怕别人嘲笑。这时，我
最好的朋友小李给我发来一条短信：

“你小升初考试数学没考好？”她怎么
会知道的？我随手回了个“嗯”。“一
次没考好算什么啊？”“嗯。”我的眼泪
不知不觉停了，但是脑子还是一直在
思考没考好的原因，这一想就是小半
天。“叮叮”手机响了，是小李打来的
电话：“你怎么聊着聊着就不回短信
了？你想急死我啊？”我没有吭声。

“下午出门，让我安慰安慰你，不要抑
郁了！”“好！”我十分感动。

下午出门，我感觉整个人都不
好，天空明明艳阳高照，我却觉得像
蒙了一层灰纱，暗暗的，风吹柳枝发
出“沙沙”的声音，总感觉是在嘲笑
我；大街上汽车和笛鸣，也没有以前
那么喧闹，而是让我感觉在说：“看那
个人啊，数学没考好！”慢悠悠走到约
定地点。“终于到了，小祖宗！”小李
开心地迎了上来，与她相比，阳光活
泼的她和精神不振的我，就像是赤道
和北极。一向“抠门”的她，竟然把
我拉到了肯德基去吃东西。“一杯可
乐，一个汉堡……”小李开始点餐，
这应该是最便宜的套餐了吧，她的

“抠门”还是如往常一样，两个人只点
了一份套餐。

“来，吃吧！我不吃，全给你！”
我随意地答了一句“好”，这样的我也
许把她激怒了，只听她说：“考不好算
什么？考不好的人多了，还轮不到
你！你就应该放松心态，全身心投入
暑假，投入新的生活，准备迎接初
中。”突然之间，我感觉我的血管变得
活跃起来了，整个人便充满了精神，
这时她察觉到了我的变化，高兴地
说：“这样就对了嘛，快点吃，还有下
一个‘疗程’呢！李医生为了‘治病
’还是很辛苦的！”吃完后，她带我去
市民广场钓小金鱼。一路上我们谈笑
风生，很快我也就从数学考试的失利
中走出来了。

朋友的安慰真是一颗“灵丹妙
药”！

（指导老师：毛红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