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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发生的12岁少年弑母案引起了同学们的
关注，大家利用自己在邵爷爷普法讲座上学到的知
识，七嘴八舌地讨论起自己对案件的看法。当看到
12岁的少年被警察押解归案的图片时，盐城市大冈
中学高一（2）班王雨婷心里五味杂陈，“如果在他很
小的时候就接受普法教育，是不是悲剧就不会发
生？”同时她也希望国家能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保
护法》，“让它真正成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保护
伞，同时也能有效遏制青少年犯罪。”江苏省盐城技
师学院154201班尹杰认为，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律体系已形成，但法治理念还未真正根植人们心
中。他希望能像邵爷爷一样，成为一名普法人，让同

学们零距离感受到法律的尊严与遵纪守法的重要
性。曾因拾金不昧而被邵爷爷在全区法治讲座上当
众表扬的盐城市大冈初级中学七（1）班杜豪，利用起
自己的“名人效应”，向班上的同学宣讲孝顺长辈的
重要性，希望每位同学在和长辈产生矛盾时能正确
地表达自己的情绪，避免悲剧的发生……

感受也亲眼看到了同学们的改变，邵洪波心
里欣慰极了。为了普法，十五年来他不停奔波，错
过了外孙女的十岁生日、错过了与多年未见的战
友见面时间、错过了在病危父亲床头尽孝的机会
……但邵爷爷说“虽然遗憾，但看到孩子们人人守
法懂法，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夕阳红夕阳红夕阳红”””151515年普法年普法年普法
为为为“““青春绽放青春绽放青春绽放”””护航护航护航

——记盐城市盐都区法治宣传队队长邵洪波

本报记者 周 琳 通讯员 徐文彬

坚毅的棱角、阳刚的五官，讲台上这位“高颜值”爷爷就是盐城市盐都区“夕阳红”法治宣传
队队长邵洪波。第一次听邵爷爷的普法讲座，准会让你大吃一惊，讲座还没开始，下面的“小粉
丝”早已端正坐好，本子与笔也已“各就各位”，随时准备记录重要的法律知识；结束后又立刻将

“男神”围个水泄不通，弄清不懂的问题，并与他握手后才会依依不舍地离开。“邵爷爷之所以受
欢迎，是因为他讲课十分幽默，”江苏省盐城技师学院177107班庄镜秋解释道，“邵爷爷从不照本
宣科，而是列举我们身边的案例，‘以案释法’让我们在学法的过程中更加明白知法、守法的重要
性。”从2003年起，邵洪波就与法治宣传队下农村、进校园，满腔热情地宣讲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
法规，用持之以恒的火热行动在同学们心中种下一颗颗遵纪守法的种子。

学法用法 让我明白“小事”不小

“抢了三元，被判三年！”当邵洪波把陈某校园
持械抢劫案件的判决结果告诉盐城市郭猛实验学
校的同学们时，下面“轰”的一声炸开了锅，“是不是
判得太重了？”“到底依据什么来判刑呢？”大家举起
小手争先恐后地向邵爷爷寻求答案。面对同学们
的提问，邵爷爷耐心十足，“陈某已年满十八周岁，
手持水果刀已构成持械抢劫，根据刑法规定，持械
抢劫是一种严重危害公共秩序和他人人身安全的
行为，不论钱的多少都要追究刑事责任。”听了邵爷
爷的解释，七（4）班严东波收获很大，记得小学时，
他曾被高年级同学索要过金钱，“当时我只是觉得
被‘欺负’了，没有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但现在我
知道要报告老师，情节严重的我还可以报警求助。”

同时严东波也相信，如果那位勒索自己的同学接受
过法治教育，他也不会这么做。

离开普法讲座的现场，一场以真实案例为背
景的模拟法庭正在江苏省盐城技师学院拉开帷
幕。两名未成年人酗酒后，拿起砖头砸坏了原告
车辆挡风玻璃，给原告造成3881元的损失。作为
原告律师，154201班的王彬彬用自己在邵爷爷讲
座上学到的法律知识据理力争，“很多同学认为顶
多赔些钱就可以了，但被告却被判处有期徒刑九
个月，缓刑一年，并处 2000元罚款。这一结果让
大家明白，法律面前无小事，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
注意约束自己的行为。”现在，学校已连续六年实
现在校生“零犯罪”“零伤害”。

知心爷爷 让我重回正确“航线”

“留守儿童”一直是邵洪波最关心的一个群
体。盐城市郭猛实验学校七（7）班袁永的父母总
是忙于工作，亲子关系有些紧张，时不时会产生一
些口角，“我知道这样做是错的，但我总是控制不
住自己。”听到他的倾诉，邵爷爷将袁永带到一旁，
首先肯定了他知错就改的态度，然后耐心地教他
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并援引了很多古人孝敬长
辈的故事。在邵爷爷的开导下，袁永端正了自己

的态度，不仅尊敬父母，还主动照顾起年幼的弟
弟，以减轻父母负担。

在盐城市亭湖区，学生家长忙于工作或是长
期在外地工作的情况不在少数。为了做好他们的

“法律护航”工作，早在 2015年，邵洪波就带领队
友们开展了走访活动。在调研中队员们发现，盐
城市葛武初级中学原初二留守儿童小张，在国庆
期间伙同几个同龄人到盐城市区玩了三天，花光

了身上所有的钱，徒步回
家后又邀约多名同龄人在
家彻夜玩闹。得知这件事
后，邵爷爷多次找小张谈
心，告诉他学习的重要性
并引用未成年人犯罪的典
型案例，让他明白再不改
正行为习惯的后果。同时
还与小张父亲、班主任保
持密切联系，关注他的学
习动态。在得知小张已经

“迷途知返”，还当上了班
干部后，邵爷爷才放下心
来。在他看来，每挽救一
名问题少年、失足少年就
是挽救了一个家庭，就是
为和谐社会的建设出了一
份力，他常说：“我能做多
少就做多少。”

以案示警 一起构建法治社会

“有法为伴，我的青春不迷茫”，
这是少年朋友们的心声。这一心声，
来自法是我们身边不可或缺的规矩、
天平和盾牌。

要以法为伴，因为法是规矩。矩
为直尺，能定方；规为圆规，能定圆。

“不依规矩，不成方圆”。学法懂法，
知法守法，才能依规矩约束自己的言
行，锤炼自己的品格，做个善良、正
直、德学兼优的好学生。

要以法为伴，因为法是天平。这
个天平就在法院、法庭、法官的种种

标志里。以天平为标志，意味着量得
出正确与错误、合法与非法、罪与非
罪，我们就能判别身边人、身边事，就
能激浊扬清，惩恶扬善。

要以法为伴，因为法是盾牌。
各种法律法规、特别是《未成年人
保护法》，是少年朋友们的护身盾
牌。以法为伴，就能用这种盾牌保
护自身权益，依法抵御一切侵害与
欺凌。

要想青春不迷茫，就得时时以法
为伴，处处以法为伴。

规矩、天平和盾牌
周宪华

毒品离我们青少年远吗？一个让人
忧心的现实是，新型毒品和不法分子正
在将邪恶的魔爪伸向未成年人。近期，
镇江市童乐乐青少年公益服务中心在京
口区大市口街道古城社区等校外辅导
站，开展禁毒宣讲、体验式小组、趣味闯
关和禁毒游园会等系列活动，提高青少
年及其家庭识毒、防毒、拒毒的能力。

“毒品知识九宫格闯关游戏只能前
进不能后退，就像一个人一旦沾染了毒
品，就没有机会回到过去，而如果没有
掌握毒品的辨识知识，没有对毒品危害
的清醒认识，就会将自己置于‘险境’。”
既有趣又严肃的游戏，让京口区实验小
学六（5）班王煜皓对毒品的种类和危害
有了深刻的认识。“传统的毒品有鸦片、
大麻、海洛因、摇头丸、冰毒、可卡因
等。”然而现在的新型毒品五花八门，令
人防不胜防，让这位“缉毒小能手”也犯
了难。“现在很多毒品伪装成五颜六色
的糖果、巧克力、曲奇饼干，还有一种新
型毒品，伪装成同学们喜爱玩的卡通小
贴画，连缉毒犬都检测不出。”

王煜皓所说的新型毒品LSD，俗称
“邮票”，这种毒品毒性极强，是一般摇
头丸的3倍，比指甲盖还小的小纸片只
要接触到皮肤，几微克就足以让人产生

强烈幻觉。“我们不去主动接触毒品，但
很多毒品会乔装打扮后出现在我们的
身边。”京口区实验小学六（1）班臧力并
没有谈“毒”色变，他分辨起毒品来也有
一套办法，“毒品一般颜色艳丽且没有
正规包装，是市面上买不到的‘三无产
品’。”

在角色扮演游戏中，同学们模拟了
沾染毒品的场景和被诱惑的过程。“坏
人会利用我们青少年好奇心强、分辨能
力弱的特点，主动套近乎，假意嘘寒问
暖，给一些小恩小惠，让我们尝尝‘好吃
的好喝的’。”自从参加了辅导站的禁毒
教育活动，京口区实验小学六（1）班王
彧皙改掉了爱吃零食的坏习惯，“不仅
不能贪小便宜，更不能去娱乐场所，跟
社会上闲杂人等来往，或在网络上结交
陌生的朋友，我们青少年应该在家长陪
伴和监护下上网、交友、玩游戏。”

寒假快到了，同学们手里有了更多
的零花钱，也有大把玩耍的时间，怎样
安全快乐地度过寒假？京口区实验小
学六（2）班孙亦周说：“毒品的恶之花，
只会开放在黑暗的角落里。只要把更
多时间和精力用在学习和健康的活动
上，生活一定是充满阳光的，我们也就
能远离毒品了。”

辅导站：
炼就火眼金睛识毒品

本报记者 郭 瑞 通讯员 孙 钰 沈 蝶

精彩校外辅导站

图1为邵洪波为学生上法治课。
图2为邵洪波与同学交流听课感想。
左下图为江苏省盐城技师学院开展模

拟法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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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吃晚饭时，我和妈妈
展开了一番两代人之间的对
话。

我问妈妈：“您小时候能不
能吃到鱼和肉呀？”妈妈说：“能
倒是能，不过只是在过生日或
过年的时候才有。”我又问妈
妈：“鱼和肉都是从哪里来的？”
妈妈笑眯眯地说：“过年的时
候，村里的一些男人把河里的
水抽光，把鱼从河塘里捞出来，
每家可以分到几条；肉啊？把
自己家里的猪杀了才有得吃。”
我夹了餐桌上的小螺蛳使劲一
吸，问妈妈：“您小时候吃过螺
蛳吗？”妈妈说：“那当然，不过
都是我们自己去捞的。”“家里
没别的东西吃吗？”“那时候缺
吃少穿，哪像现在这样丰衣足
食呢！”

妈妈说她与改革开放几乎
同龄，见证了这 40年的巨大变
化。妈妈还告诉我一定要珍惜
现在的幸福时光。

餐桌上的对话
常州市实验小学平冈校区

三（5）班 钱柯宇
指导老师 汤丽霞

娃娃练笔

狐假虎威（续写）

泰州市大浦中心小学西仓
路校区二（2）班 宗品菡

指导老师 吴玲玲

老虎回到家后，怎么都不
相信狐狸是老天爷派来管理百
兽的，于是，它打算跟狐狸去森
林里再走一趟。

老虎跟在狐狸后面走啊
走，走了十来步以后，就悄悄地
躲进草丛里暗中观察。狐狸没
发现，依然大摇大摆，神气活
现。小兔、野猪看见了很奇怪，
走上前去问狐狸:：“你这家伙
今天又出来骗谁啊？”狐狸往身
后一看，呀，老虎跑哪儿去啦？
但它很快镇定下来，清了清嗓
子，大声吼道：“岂有此理，你们
居然敢这样跟本大王说话？！”
随即又小声地对小动物们说：

“大家快跑呀，老虎肚子饿了，
躲在草丛里，正准备吃你们
呢！”小动物们往草丛里看去，
果然看到了老虎露在外面的尾
巴，吓得撒腿就跑，四处逃散。

狐狸再一次借助老虎的威
风把百兽吓跑了。老虎看到这
一切，心想，原来狐狸真的是老
天爷派来管理我们百兽的，我
以后还是乖乖地臣服于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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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温暖2018 2.为自己点赞 3.过年那些事儿 4.我身边的“老外” 5.啊，原来如此

海门市证大小学五（1）班 周 怡
指导老师 贺敏敏

那些年奶奶包的粽子

我 有 巧 巧 手

（儿童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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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主题可以说是继“童眼穿越 40 年”“咱家的宝

藏”后，习作版关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第三次精彩绽
放”！哈哈，小编是不是太自信啦？这份自信来自于你，来
自于每一位支持、关注、参与写作的小伙伴们。小编可以
骄傲地说“一期比一期更有看头”！不信你瞧，“蛋糕里的
岁月”描绘的是一家三代人日子蒸蒸日上；不忘老房子、感
谢新房子，小作者的结尾非常出彩：“未来的我一定怀着一
颗感恩的心，勇往直前！”好样的！割舍不断的电信情缘、
父子两代人的百日宴……虽说是“高大上”的主题，但每
一篇都充满了浓浓的生活气息。

挥挥手，告别 2018！感谢这一年来，关注习作主
题的小伙伴们，应该说，每一次、每一篇都给小编惊
喜。今天，青春是用来奋斗的；明天，青春是用来
回忆的。你一定会拥有属于自己的流光溢彩
的光阴故事！

——你的朋友 高 丹

初一的学生，涉世未深，“岁月故事”对于他们来说无疑
是一个有难度的命题。一不小心，就成了“听妈妈讲那过去
的故事”，只是在复述家里的点点滴滴，却无法体现自己的
真情实感。杨冉然同学的这篇文章最难能可贵的地方，在
于她能够抓住“蛋糕”这一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事物，写了外
婆家做的糖烤蛋糕、父母结婚时的奶油蛋糕和自己送给闺
蜜的网红蛋糕，来展现岁月的变化。从小处说，写出了自己
家里三代人的生活越变越好；往大了看，又何尝不是中国改
革开放四十年的成果折射呢？从叙事上看，小作者也能够
做到详略得当，略写外婆和父母的时代，详写自己的幸福生
活，更好地凸显了文章的主旨：岁月，藏于变化！欣喜，在于
变化！ ——陈思瑶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慢慢长大，也
在不知不觉中感受着身边的变化。“蛋
糕”这一常见事物，就见证了我家的悠
长岁月。

在我的妈妈只有 9 岁时，外公外
婆决定建一座大房子。他们拿出多年
的积蓄，再东拼西凑、左挪右借，才把
造房子的钱凑齐。当房子架上最后一
根大梁时，乡下有个风俗，那就是舅家
送来许多水果、蛋糕、馒头以示庆贺，
并把这些分给村里人，让大家也沾沾
喜气。那时的蛋糕只是鸡蛋与面粉搅
拌后，再加些糖一烤。

不过，这种拳头大的蛋糕在当时
还比较稀罕，妈妈和舅舅馋得不行，妈
妈带着舅舅去央求外婆：“我和弟弟可
以分一个蛋糕吗？”妈妈用企盼的眼神
看着外婆，外婆不舍地摸摸妈妈的头：

“等妈妈到村子里派完，有剩的再给你
们姐弟吃，好吗？”妈妈只好懂事地点
点头，听话的舅舅也学着姐姐的样子，
跟着点了点头。

可是妈妈说，后来，因为蛋糕实在
没有剩余，妈妈和舅舅只能把口水咽
了又咽。

妈妈和爸爸结婚第一年，过年时，
亲戚们都要留新媳妇吃饭。妈妈和爸
爸带着礼物上门，这其中当然少不了
蛋糕。这时的蛋糕高档了许多，四周
加上了许多漂亮的奶油花纹，再镶上
各种水果作为点缀，蛋糕师傅还会应
新人的要求，写上祝福的话语。妈妈

说：这可是小朋友们最喜欢的美味，毕
竟平时难得吃到这种奶油蛋糕，所以
都缠着妈妈爸爸切开蛋糕共同分享。

到了我们这一代，好闺蜜马上就
要过生日了。在园区有一个网红蛋糕
店，只要拿出手机，微信关注店铺，动
动手指，一个好看又好吃的蛋糕就送
上门了。这天，还下着雪，我担心蛋糕
会不会失约，但是，在茫茫雪中，我看
到了一个火红的身影——快递小哥驾
着电瓶车，将蛋糕按时送到了小区门
口，验货、签收，快递员拿出手机，还需
要收货人录入对本次服务是否满意的
录音，服务很是周到。

打开盒子，只见奶油上铺着一层
厚厚的芒果酱，透明中带着黄澄澄，可
以看见里面的蛋糕分着好多层，每两
层之间也有芒果酱，蛋糕上还点缀着
几粒蓝莓，小巧而精致。我们馋得不
行，赶忙点上蜡烛。唱完生日歌，闺蜜
迫不及待地切了一块蛋糕给我。哇！
咬一小口，面包的软，奶油的甜，芒果
酱的酸，入口即化，真是美
味！

一个小小的蛋糕，从
单一到款式各异，从难得
一尝到习以为常，见证着
我们一家三代人的生活变
化，也见证着我们一家人
的幸福生活。

岁月，藏于变化！
欣喜，在于变化！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外婆为了方便和亲戚
朋友联系，咬咬牙，花了三千多元“巨资”，给家
里置办了一件“奢侈品”——固定电话。小小的
一部电话机，成了家人和亲朋好友联络的纽
带。虽然搬了几次家，电话机换了好几部，号码
也从最初的5位数升为8位数，但家人始终习惯
用固定电话来沟通外面的世界。如今手机普及
了，我们家茶几上的那部电话机，依旧时常响起
清脆悦耳的铃声。提到固定电话，不得不说说
我的妈妈，她可是名副其实的网虫。听她讲，一
开始用电话拨号上网，网速慢、网费贵、不稳定，
可把她急坏了，好几次生意差点没做成。后来，
电信宽带不断拓展，我们家装上了百兆宽带，妈
妈每天都要在网上忙好久，既能做好工作，又能
休闲娱乐，这都是技术发展带给我们的幸福啊！

选自《割舍不断的电信情缘》
常州市第二实验小学六（7）班 仲馨如

指导老师 潘银婷

人心的鼓声中，走到新街口主席台前鲜花飞舞的
地方，再想想齐放气球的场面，我们一点也不感到
累，越练越有劲。”

外婆是南京人，1968 年响应插队号召，扎根
在了仪征。但她常去南京玩，有时也去参加老同
学聚会。这不，和老同学聊得多开心。年迈的外
婆一点不落后年轻人，微信玩起来特溜，不停地叮
铃叮铃。看外婆高兴得脸上笑着，手上忙着，有时
还忍不住在那儿“哈哈哈”。

在外婆乐观情绪的影响下，我的心情特别好，
解题特别顺，一会儿一题，一会儿一题。手机的叮
铃声仿佛在为我奏乐，祝我思路清晰，解题顺利。

又是一阵桂花香，是甜甜的香，我祝外婆甜甜
蜜蜜、开心健康，也祝祖国繁荣昌盛、更加强大。

太外祖母做衣、绣花、织毛衣、纳鞋底样样
精通，同时也把手艺传给了我的外婆。外婆出
嫁时，太外祖母将一台太湖牌缝纫机作为嫁妆
给了她，现在去外婆家，还能看见那台缝纫机被
擦得亮亮的。外婆是那个年代的文化人，做过
教师，但自从嫁给外公后，她学会了种水稻，做
一些繁重的农活，又养育了三个孩子，生活一度
非常艰辛。听妈妈说，她小时候一边上学，一边
帮家里做家务、割猪草、喂鸡鸭，衣服自己洗，学
费自己一毛一毛攒着，舍不得花，玩具自己动手
做，新年时才有新衣服穿……所以很是珍惜。
我们这一代，生活在幸福的时代，不愁吃穿，和
平安宁，这来之不易的安逸都是一代代人努力
奋斗的成果。现在，外公家和我家都被政府授
予“党员之家”“光荣之家”，作为小辈，感到骄傲
自豪的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

选自《流淌过我家的岁月“时光”》
无锡市八士实验小学六（3）班 韩传奇

指导老师 梅晓玲

弟弟的百日宴是在市中心一家大酒店举办
的，那天来了好多亲朋，搞得好隆重哦。酒店门
口的电子屏上有祝福语，宴会厅有漂亮的迎宾
拱门，舞台后方是米奇主题背景墙，中间贴着弟
弟的成长照片，两边电子大屏幕滚动播放着弟
弟成长电子相册，配上四周的五彩气球，宛如置
身童话世界。再看看桌上的菜，哇，好丰盛啊，
海参、牛肉、羊肉、红烧肉、虾、银鱼汤……都是
我爱吃的。听爷爷讲，1982 年，爸爸出生在一
个偏远农村。爸爸的百日宴是在2间破草房中
过的，家里除去一间居室、半间灶台和其他杂
物，仅剩一小块地方，桌椅板凳都是向左邻右舍
借的……谈到两代人百日宴的巨大反差，爸爸
认为，我们家是改革开放 40年来，成千上万家
庭尝到政策甜头、提前进入小康的一个缩影。

选自《父子两代人的百日宴》
盐城市第一小学聚亨路校区三（9）班 周文景

指导老师 胡清彦

11月 19日，我们家乔迁新居。我
对新房子的生活充满期待。

妈妈说，幸福不是你住的房子有
多大、多豪华，而是里面的爱有多
少。老房子承载着我的幸福童年，
我的努力奋斗，爸妈的陪伴与关心
……这些都是我最甜蜜的记忆。

还清楚地记得老房子的装修，
简洁明快。客厅东面的墙上是一
张张幸福的照片：第一张，帅气的

新郎与美丽的新娘，那是爸妈浪漫
生活的开始；第二张，可爱的我出生

了，躺在床上哇哇大哭；第三张，照片
里的小女孩多神气，多自信！她刚刚获
得上海赛区钢琴比赛的优秀奖，高举着
奖杯欢呼着，跳跃着——妈妈说，是我
圆了她小时候学不起的钢琴梦；第四

张，照片里多了一个小宝宝，她就是我
可爱的妹妹，老房子记录了我家喜添人
丁，幸福美满的四口之家；第五张……

“噼哩啪啦”，响亮的鞭炮声还在空
中回荡。这时，妹妹骑着自行车第一个
冲进新家，她兴奋地欢呼着：“好大的房
子！”是啊！两层叠加的花园洋房，楼下
是生活游戏区，楼上是学习休息区，爸
爸妈妈再也不用担心调皮的妹妹影响
我的学习啦！大气的客厅、温馨的卧
室，再加上一个美丽的花园阳台，一台
60英寸的液晶电视挂在白里透黄的玉
石背景墙上，棕色的真皮沙发……好气
派！

我开心地跑进我的卧室，一张白色
的公主床映入我的眼帘，还有白蓝相间
的大书柜，我的那些书终于有“家”了。

想到在老房子，真是委屈了它们，妈妈
都是把它们收进一个大盒子里，每次我
想看时，都得“翻江倒海”，真麻烦!

“宝贝，我来给你们变个魔术！”只
见妈妈神秘地掏出手机，轻轻点了点，
嘿！家里的电灯全亮了！妈妈告诉我
们，这叫智能化！家里的电器都在她掌
控之中，平时上班，也能用手机查看家
里监控、操作家里的电器。

我兴奋地打开后窗，小区里漂亮的
绿化尽收眼底，一排整齐的高层楼房直
冲云霄。

感谢老房子给了我避风的港湾，伴
我走过快乐的童年；感谢新房子给了我
全新的体验，带给我更加健康、智能、美
好的生活。未来的我一定怀着一颗感
恩的心，勇往直前！

仪征市实验中学九（9）班 吴冠中
指导老师 林 毅

语语 丝丝 月月

外婆的外婆的
花季雨季

市委大院的桂花树不断飘来沁人心脾的香
气。我正在做我喜欢的数学作业，一道难题解开
后特高兴。

周六，以前外婆的手机不怎么响，今天老是叮
铃、叮铃。我问外婆：“您的手机怎么忙起来了？”
只有几丝白发看不出已七十岁的外婆说：“今年是
我们知青插队五十周年，大家都在回忆往事呢。”

“说几件您小时候的事给我听听，说说嘛。”
外婆放下手机，“那就讲讲？不影响写作业？”

“讲讲，不影响。”“我们小时候上学也挺忙的。每
年五月份，放学后各班都要排练节目，准备‘六一’
儿童节与部队战士联欢。”“肯定好玩！”我插嘴。

“那是，九月份又要忙着在操场训练‘十一’国庆节
游行。二十人一排，要走得整齐划一可不容易。
九月份的太阳可不客气，晒得我们汗流浃背。但
想到天不亮就能到山西路拿气球，在仪仗队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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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老师指导老师 陈思瑶陈思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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