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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天堂——四明湖

我家的凤尾竹

瑞雪·新年

游红菱基地

走进四明湖，就像走入梦境，令人陶醉。
清晨，四明湖还是一片宁静，天上的晨星和远处
的点点灯光，像一颗颗洁白的珍珠映在湖面上。这里
空气清新怡人，凉风习习。湖面静如一面翠绿的镜
子，映出那周围郁郁葱葱的花草树木。一排美丽的柳
树姑娘静静地站在湖边，悠闲地照着翠绿的镜子。湖
上那巨大的拱桥倒映在湖面上，就像一轮皎洁的月
光。站在拱桥上，可以把四明湖的美景尽收眼底。我
们漫步在山间小路上，呼吸着清新的空气，使我的心
情如花香沁人心脾。啊！四明湖真美，就像一幅美丽
的画卷。
早上，四明湖一片生机。金灿灿的阳光点缀在湖
面上，似乎洒满了金子。一阵微风吹来，湖面上漾起
了层层波纹，显得波光粼粼。这时的四明湖清如镜
子，碧如翡翠，令人心旷神怡。柳树梳着长辫子，一
群白鹭唱着歌，在天空飞来飞去，草地上的野花争奇
斗艳，群山峰峦起伏。我们骑着四轮车，在山里欣赏
着风景，泉水叮叮咚咚的，树高高低低的，草弯弯曲
曲的……
中午，娇艳似火，但在四明湖畔的水杉林中，还
是如秋天那么清爽。夏天的水杉林一片碧绿，密密层
层的绿叶遮住了火球似的太阳。一棵棵水杉长在浅水
中，树干笔直笔直的，呈咖啡色，树叶一簇堆在另一
簇上面，那翠绿的颜色，明亮地照耀着我们的眼睛，
似乎每一片绿叶上都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颤动，这郁郁
葱葱的水杉！
傍晚，太阳的余晖照着湖面，湖水变成了金色的
海洋，闪闪发光。太阳下山了，火烧云来了，霞光照
着小孩子的脸红红的。火烧云从西边一直烧到东边，
红彤彤的，好像是天空着了火。火烧云一会金灿灿
的，一会儿半紫半黄，一会半灰半百合色。
夜幕降临，马路上的路灯陆续亮起，山上的路灯
也陆续亮了起来，晚上的四明湖有了喷泉，也放起了
音乐，可以使人消除一天的疲惫。
啊！四明湖，我迷恋你，四明湖，我赞美你！你
就是自然界的一颗璀璨明珠！
四 （6） 班 余欣睿
小记者证号：A1900298 指导老师：屠媛燕

自古以来，竹子坚强、高洁的品性一直被人们称
赞，和梅花、松树一起称为“岁寒三友”。我们家也
有竹子，是盆栽的凤尾竹。
凤尾竹是我家历史最悠久的盆栽了。那是妈妈的
一个朋友送的，住在一个红色大圆陶瓷盆里。三年
了，其他盆栽换了一盆又一盆，只有它，隔段时间稍
稍加点水，就一年四季都显得精神抖擞。凤尾竹有 3
米多高，差不多都快碰到天花板了，在我家真是鹤立
鸡群。它身着青绿色大袍，叶子细细长长，像长长的
鸟尾羽一样，很是好看，怪不得叫“凤尾竹”呢！
听说它是属于南方的植物，喜欢潮湿。于是，每
到黄梅时节，我们就把它搬到屋外。雨滴淅淅沥沥滋
润着它，我仿佛能听见咕咚咕咚的喝水声。那小细叶
就绿得油亮油亮的，一阵风吹来，纤细的竹竿在风中
轻轻摇摆，这枝条，这叶子跟着手舞足蹈起来，如凤
凰展翅，美丽极了。
青青的竹子每天挺直腰杆，让我觉得很有力量。
我喜欢竹子，不但因为它容易养，更因为它坚韧、挺
拔，一点也不矫情。
二 （4） 班 沈裕腾
小记者证号：A1900111 指导老师：马小丹

白白的，亮亮的，一片一片，素净的雪花，从
灰蒙蒙的天空中，纷纷扬扬地落下，落在树枝上、
房屋上，孩子们红扑扑的脸蛋上。雪花尽情地拥抱
着西风，在空中一圈又一圈地轻盈的旋转舞蹈，想
怎么舞就怎么舞，想拥多紧就拥多紧……
这雪来得真巧！它是来向 2018 告别的吧！亦
或是来迎接这崭新的 2019！
我匆匆跑下楼，与这漫天的飞雪撞个满怀。我
张开双臂，和雪花一起轻轻地旋转着。洁白晶莹的
雪花落在我的发间，落在我的肩上，落在我的掌
心，甚有调皮的，跑进我的嘴里，跳到我的睫毛上。
亲爱的雪花啊！让我那 2018 年的忧愁，随你
而去吧——让它消失在冷冽的北风里，消融在温暖
的阳光下。亲爱的雪花啊！你一定要为我们带来
2019 年的安康和快乐，因为我从小就听说“瑞雪
兆丰年”
。
这雪来得真好！它唤醒了我的 2019。
我要对着新年的天空呐喊，对着每一片雪花誓
言：2019，我要做最好的自己！
五 （3） 班 徐锦文
小记者证号：A1904099 指导老师：黄若飞

爸爸的团圆

玩雪

假期，我看了好多书，但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还
是 《团圆》 这本书。它之所以让我爱不释手、反复阅
读，是因为这个故事真的很感人。
《团圆》 讲述的是常年在外工作的爸爸回家过
年，和家人团聚，年后又离开家外出工作的故事。书
中的小主人公毛毛的爸爸在外面盖大房子，每年只回
家一次，那就是过年。爸爸回来了，他打开大皮箱，
妈妈换上了新棉袄，毛毛戴上了新帽子。吃了中饭，
毛毛陪爸爸去剪头发，镜子里的爸爸越来越像以前的
爸爸了。在家的那几天，一起睡觉聊天，包汤圆、吃
汤圆、找好运硬币、拜年、看舞龙灯、打雪仗，非常
开心。很快，爸爸又要离开家了，毛毛和妈妈都舍不
得爸爸走。但是，爸爸又不得不走，爸爸说：“下次
回来，爸爸给你带一个洋娃娃，好不好？”毛毛拼命
地摇头，她把好运硬币送给了爸爸，因为爸爸说过
“有了它，好运就不会跑掉了”。故事的最后一页，毛
毛和妈妈挥着手目送着爸爸的车子离开。
每次看到这儿，我也会和毛毛一起掉眼泪，好像
她就是我，她的爸爸就是我的爸爸一样。爸爸辛辛苦
苦地努力工作，挣钱养家，有时候还忙得错过了晚
饭，要很晚才能回家，很晚睡觉。但是，每次我有事
情，爸爸总会陪着我，鼓励我，满足我的愿望。我觉
得自己很幸福！
同学们，听了我的介绍和推荐，你们一定也很想
看看吧。快快快！相信你们一定也会喜欢它的。
三 （4） 班 翁语晨
小记者证号：A1903177 指导老师：李雪君

雪，一片片地落下来，静悄悄的，无声无息的。
不一会儿，马路上、车顶上，都是白茫茫的一片。
一大早，我到小区楼下时，小区被纷飞的雪染
成了白皑皑的一片。我心想：要是我的伙伴们也下
来那该有多好呀！我想和他们一起玩雪，正想着，
几位同学拿着铲子、水桶下来了。
你瞧，小区一角的几个小朋友正在打雪仗。小
明把雪揉成一团，用扔垒球的姿势扔向小芳，只见
小芳没有任何防备，雪球“砰”的一声重重砸在她
的后背，小芳气得直跺脚，小明却乐开了花。没等
小芳还手，小明又扔向躲在树后的小强，小强连忙
东躲西藏，幸好有树作为防护墙，要不然小强一定
变成雪人了。
不一会儿，那边已经开始堆雪人了。小红和小
丽一起滚着一个巨大的雪球做雪人的身体，渐渐地
雪球一圈圈地“长大了”。用什么做眼睛、鼻子
呢？哦！有了，我灵机一动，想到了树枝，我和小
宝连忙去找来树枝、树干做手臂，树叶做眼睛，萝
卜做鼻子，哦，怎么能少了装饰呢，我们拿下自己
的红帽子和红围巾，这下雪人可鲜艳了，在雪地里
昂首挺胸，精神极了！
瑞雪兆丰年。妈妈说这是吉祥的寓意，希望新
的一年更美好！
三 （2） 班 唐梓萱
小记者证号：A1900185 指导老师：马亮

“荷叶团团团似镜，菱角尖尖尖似锥。”这句宋朝
释普宁的诗形象地描绘了乡间菱塘的河道美景。今
天，我走进了负有“红菱之乡”美誉的胜山红菱基
地，感受红菱带给我们的幸福感。
据介绍，胜山红菱已经有两百多年的种植历史，
目前种植面积达 1000 多亩。如果是秋天去的话，眼
前一定是一番丰收的景象。我仿佛看到了采菱人坐在
特制的大木桶里，人坐在椭圆形桶的前端，摘下来的
红菱放在身后，让桶始终保持平衡状态，就这样，在
菱塘里荡漾，一排一排，一列一列地有序采摘……但
是由于我们去的不是时候，没有看到这样的情景。可
我们还是呼吸着新鲜的空气，领略着独具特色的田园
风光。进入基地，走在乡间小路上，两边是竹子编成
的篱笆，篱笆里头，种了许多蔬菜，有雪里蕻，有棉
花，还有包心菜……数不胜数，让我这个长期生活在
城里的孩子大开眼界。
紧接着，我们又来到了制作红菱糕的地方。我们
的面前已经摆放好了模具和几团由红菱和面粉混合而
成的团状物。于是，我迫不及待地穿上围兜，卷起袖
子，戴上手套，在师傅的指导下，和爸爸一起制作红
菱糕。我小心翼翼地把模具朝着红菱团子压上去，用
力按了两下，再把模具提起来，挤出红菱糕。按照这
个流程，我很快就做了四五块，拿起其中一块，放进
嘴里，真好吃。
时间过得很快，活动马上就结束了。五水共治，让
我们的水环境更好，才能种出最好的红菱。我作为一个
慈溪人，也要保护水环境，让慈溪变得更加美好。
五 （8） 班 娄馨予
小记者证号：B1900063 指导老师：陆萍

元旦公益活动

这是一个令人难忘而又开心的一天。
早上，雪就像一个害羞的小姑娘，一点一点地
下，述说着她小小的心事。下着下着，雪更大了。
雪姑娘玩得开心极了，忘记了害羞，一片片的雪花
漫天飞舞，整个世界笼罩在迷迷蒙蒙的白色之中。
雪落到了汽车上，汽车白了。落到屋顶上，屋
顶也白了。落到没有带伞的路人身上，人也白了。
整个城市更像是童话世界里的仙境一般，银装素
裹，美丽极了。
傍晚一放学，我和妹妹就迫不及待地全副武
装，带上工具，来到了公园，开始堆大雪人。我们
先用铲子把雪堆成一堆，做成雪人的身体。雪很
重，但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辛苦，乐呵呵地铲着，很
快做成了一个身体。接着，我们又做一个圆圆的雪
球，当雪人的头，把头放在身体上，一个雪人有了
大概的样子。最后我和妹妹分别用捡来的石头、树
枝和树叶做成了雪人的眼睛，鼻子和嘴巴。一个栩
栩如生的雪人就做成了。我们围着雪人笑啊、跑
啊，开心极了。
雪，我盼望着你再下几次！
三 （9） 班 胡雨涵
小记者证号：A1900231 指导老师：孙春华

冬天的雪
秋天眨眼间又过去了，冬天早已来到我们的身
边，每到这个季节，我最盼望的就是下雪了。
早晨，我一出家门，一阵寒风吹过，映入眼帘的
是雪的世界，地上像是铺了一层白糖一样，白茫茫
的。雪就像白色的小精灵一样，它到了哪里，哪里就
留下诗一般的痕迹，汽车上落满了雪，好像抹着奶油
的大面包似的。树上一堆一堆的小积雪，像是披上了
银白色的薄纱，又像是一朵朵白色的小花，这真可谓
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啊！连房顶
上也铺上了厚厚的积雪。
到处都能看见雪的踪影。人们都换上了厚实的棉
衣、棉裤，戴着大帽子，穿着长靴子，把自己全副武
装，像企鹅似的。我兴奋得不得了，跑出家门，用手
去接雪。雪飘到我的头发上，飘到我的脸上，衣服
上，凉丝丝的。我抓起一把雪，揉成一团，开始做起
了雪人。这时，我觉得自己也融入到这梦幻般的境界
中去了。
雪，是洁白无瑕的，是晶莹剔透的。我爱雪，爱
它的调皮可爱，爱它的千姿百态，爱它的美丽纯洁。
雪给冬天增添了光彩，也给我们增添了无限的快乐。
五 （10） 班 刘一婧
小记者证号：A1900374 指导老师：张琪

难忘的新年音乐会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 2018 年就要和我们
说再见了，在这个辞旧迎新的日子里，我们迎来了一
年一度的新年音乐会。
纷纷扬扬的大雪为这场新年音乐会增添了几分节
日的气氛。今天的琴行被布置得很特别，墙上贴满了
表演学员的照片，我们就像小明星一样闪耀。舞台上
的三角钢琴又黑又亮，周围点缀着五彩缤纷的气球。
舞台下一排排整齐的凳子正等待着观众的到来。看到
这些，我心里像有一头小鹿在乱撞，对即将开始的表
演既期待又紧张。
为了今天的表演，我练习了一个多月。这次演奏
的 《阅兵进行曲》 是自我学琴以来最长也是最难的一
首曲子，而且钢琴老师安排我第一个登台表演，我不
能辜负老师对我的期望。
我的手指在琴键上飞舞，熟悉的旋律在耳边响
起，我渐渐沉浸在音乐中，忘记了刚才上台时的紧
张。台下一片静谧，观众和我都陶醉在这音乐世界
里。当我弹完最后一个音符时，台下骤然间响起了热
烈的掌声。我走下舞台，如释重负。
我深深地感受到练琴的重要性，真是“台上一分
钟，台下十年功”。新年音乐会已经结束了，但悠扬
的琴声犹在耳畔。在新的一年里，我要继续努力，演
奏出更精彩的乐章！
三 （2） 班 易楚晨
小记者证号：B1900045 指导老师：马亮

我家的扫地机器人
最近，我家多了一位新成员——扫地机器人。
扫地机器人有一个扁扁的、圆圆的身体，蓝黑色
的外衣光亮如镜。它的肚子上有几把小刷子和一个吸
尘口，肚子里有一个可以装灰尘的小粉盒。背上的一
组触摸式按钮，可以控制它做一些事情。它还有一对
灵敏的红外线眼睛，帮助它探路。
扫地机器人工作的时候，先把“看”到的灰尘扫
到一起，然后把这些灰尘从吸尘口吸入粉盒中，再把
扫完的地面用吸尘口后方的湿抹布拖一遍，这样整个
清扫过程就大功告成了。
扫地机器人还有一些特殊的功能。在工作中，它
有自动“躲避”功能，一旦“看”到障碍物，就会以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速度掉头；它有“预约”和“定
时”功能，主人不在家的时候它依然坚守岗位，把地
面清扫得干干净净；它还有自动“回家”功能，在完
成工作后，会自动寻找充电点去充电呢。
怎么样？我家的扫地机器人很有本事吧！我们都
离不开它呢！
四 （8） 班 王锶航
小记者证号：A1900309

今天，我参加了妹妹班级组织的“环保之城，美
好于行”公益签名活动。
我们的任务是发传单并号召大家关心身边的垃
圾。因为慈溪作为一座现代化城市，生活垃圾已经成为
困扰我市可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之一，垃圾减量化、资
源化、无害化的任务相当繁重。据统计，2017 年中心
城区月均垃圾处置量近 2000 吨，已超出我市生活垃圾
处理能力。实行垃圾分类，已经成为我市改善生活的方
式，提升生活品质，建设美丽慈溪的必然选择。
来到上林坊我们先开始发传单。开始我找到一位
大帅哥，有点胆怯地说：
“大哥哥您好，这是关于环境
卫生的资料，请你看一下，可以的话请在宣传板上帮
我们签个名，我们还有小礼物赠送哦。”“好的，没问
题。
”大哥哥笑着说，并在签名板上工工整整地写上了
名字。我微笑着对大哥哥说：
“谢谢哥哥，祝你新年快
乐，给你一个礼物——中国结。
”有了第一次的成功尝
试我再也不胆怯了，很快就把传单全部发了出去，签
名板上也落下了一个又一个热衷于环保的名字。
这次活动不但让我认识到环保的重要性，更锻炼
了自己与他人的交流能力。让我懂得最大的快乐是奉
献和付出。
三 （2） 班 宋宛凝
小记者证号：A1900184 指导老师：马亮

出海捕鱼记
一大早，我跟妈妈、弟弟来到了集合点，坐上大
巴车，一路有说有笑真开心。
大概开了三个小时车程，我们来到了象山石浦渔
港码头，一艘艘渔船成群结队的，码头人山人海，看
来这儿是旅游胜地啊。
我们坐上了一艘豪华船，船老大给我们发放了救
生衣。嘟嘟嘟，船笛声响起，船开动了。到中海的时
候，海浪开始翻滚，我跟弟弟来到驾驶舱，看见船长握
着方向盘认真地把握着方向，我十分敬佩。在海里捕鱼
可真不容易啊！开始撒网了，大家拿着手机咔嚓咔嚓地
拍照，引来了很多海鸥。过了 30 分钟拉网了，我们捕
到了很多海鲜：有龙头鱼、银昌、虾、螃蟹……
大家十分兴奋，不一会儿，新鲜的海鲜就可以吃
了。那味道，直鲜到了喉咙，让人越吃越爱吃。当船
靠岸的时候，我们这些小吃货还没吃够呢！
这一次出海之旅，让我难以忘怀！
三 （9） 班 欣宸
小记者证号：B1900583 指导老师：孙春华

辞旧迎新
下午第一节课是我最喜欢的德育活动课，罗欣岚
妈妈给我们上了一堂辞旧迎新的活动课。
一开始，我们聊了新年愿望，我的心愿是和爸爸
妈妈在新的一年里快快乐乐、幸幸福福。我们还玩了
游戏——萝卜蹲，轮到我们这一小组的时候，我当的
是黄萝卜，当罗欣岚妈妈喊到“黄萝卜蹲”的时候，
我飞快地蹲下去。每一次我都顺利地完成指令。最
后，我们拿着爸爸妈妈送给我们的新年礼物，一起高
高兴兴地唱了 《新年好》。
今天我特别开心。
一 （1） 班 徐浩宸
小记者证号：B1900562

美丽的下雪天

小娃新年送“大福”
听说，今天的迎元旦庆新年的德育课由徐子晴
爸爸来给我们上。下课时，同学们都兴奋地讨论着这
件事。下午，一见到徐爸爸，我们就欢呼起来，原来
啊，徐爸爸就是“金黄道地”的主持人阿荻叔叔哦！
徐爸爸先给我们讲了什么是方言。他说：“方
言就是我们慈溪的土话哦。”然后他邀请小朋友们
用方言来表演节目，有的同学用方言讲了成语故
事，有的同学唱了“金黄道地”的主题曲，还有的
同学用方言讲了过年童谣。接着就是全班同学分小
组送祝福啦！我们小组拿着一张写在红纸上的祝福
语，和徐爸爸一起，祝爷爷奶奶们身体健康，福如
东海！最后，老师、徐爸爸和我们一起，拍了一张
一 （2） 班的“全家福”
。
用方言“迎新年，送大福”，真是有趣好玩又
热闹呀！
一 （2） 班 黄致远
小记者证号：B1900002 指导老师：潘鲁

联欢会前夕
明天就是联欢会，
妈妈要上台走秀。
伸伸臂，舞舞袖，
她的动作没法秀。
我说，
妈妈妈妈你行吗？
妈妈摇头又挥手，
默默低下她的头。
我说，
妈妈妈妈你能行！
妈妈微笑又点头，
唱起歌来摆姿走。
一 （10） 班 丁余果
小记者证号：A1900029

一场有魔力的音乐会
下午，窗外下着绵绵细雨，但是我们却很兴奋，
因为我们要去听两位同学的双排键音乐会。
一走进报告厅，同学们都惊叹起来，平时朴素的
报告厅，变得绚丽多姿，美轮美奂。舞台后面张贴着
巨幅海报，迷人的灯光照在海报上，灯光有时还会变
幻颜色，让海报显得更加闪耀。海报旁挂满了五颜六
色的气球，漂亮极了。舞台正中间，双排键静静地立
在那里，就算没有灯光的照射，它好像自己也会发光
一样，显得那么引人注目。
音乐会开始了，两位小主持人彬彬有礼地鞠了一
躬。他们面带笑容，声音悦耳动听，告诉我们：双排
键可演奏出一个乐队气势恢宏的效果。
表演者陈同学静静地坐在那里，当她的手落在键
盘上的时候，一串美妙的声音像泉水一样流了出来。
当她弹完一首曲子，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接下来表演的是励同学，他弹奏的是 《西游记》
主题曲，只见他的左脚不停地踩踏，手指灵活地在双
排键上飞舞，头也跟着音乐有节奏地摆动，整个人都
陶醉在其中。我仿佛看见了唐僧师徒四人与白龙马一
起铲除妖魔鬼怪，去西天取经。他把这首曲子演绎得
气势磅礴，让大家为之倾倒，为之陶醉。我和同学们
都跟着节奏拍腿，晃脑袋。当他弹完最后一个音符的
时候，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两位同学还演奏了好几首我们耳熟能详的曲子。
窗外虽然寒意阵阵，但是室内却是暖意浓浓，我们好
像跟随演奏者进行了一趟美妙的音乐之旅。这真是一
场有魔力的音乐会。
四 （9） 班 严恩宇
小记者证号 B1900055 指导老师：史央儿

难忘的西北游记
早上 7 点，我们要出发去兰州旅游了，车子上了
杭甬高速驶向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到了机场后，因天气原因飞机要延误好久，无奈
我们被接到了一个宾馆休息。深夜，我被妈妈叫醒，
下了飞机。在这一系列小插曲后，我要开始我神奇的
兰州之旅了，兰州黄河大桥、兰州拉面、兰州大学、
黄河母亲雕像……
第三天我们到了第二站青海湖，据说青海湖比宁
波市还要大呢！我们站在湖边一眼望去水光一色，好
漂亮的湖。我和小柔在湖边开心地玩，我们踩着湖
水，水花飞溅，兴奋得感觉不到冷。
接着，我们还去了有“天空之境”称号的茶卡盐
湖，它还是柴达木盆地四大盐湖中的一个，它是一个
天然的结晶盐湖，盛产“大青盐”。我们在景区里面
租了雨鞋，下去湖里的时候一脚一个深坑，幸亏爸爸
紧紧拉住我，不然我肯定浑身湿透了。
五天的行程很快就结束了，我们不得不赞叹祖国
的美好山河，看到激流澎湃的黄河，翻腾着黄色的巨
浪，脑海中想起了当年先烈们浴血奋战的场景。在兰
州博物馆里我们进一步了解到红军长征的不易，看到
和我们年龄相仿的“小萝卜头”，从小和父母被特务
抓进了监狱，吃的是发霉发臭的米饭，连吃一颗大豆
都觉得是世上最美味的食物。我和小柔发誓一定要努
力学习，尊敬老师，认真学习，做个“十佳少年”，
长大来回报社会。
这是一次难忘的西北之旅，在旅行中成长，在旅
行中学习知识，这才是旅行的真谛。
三 （9） 班 孙泽栋
小记者证号：B1900051 指导老师：孙春华

我喜欢的小动物
在动物界里，我最喜欢的是一种总是“汪汪”叫
的动物——狗。
它全身棕色，摸上去软软的，像我们身上穿的大
衣；它的眼睛圆溜溜的，像一对黑色的宝石；小狗的
耳朵耷拉下来，总能听到一些细微的声音，很是灵
敏；它的鼻子像一颗黑豆，小小的，湿湿的；嘴巴里
有几颗锋利的牙齿，舌头是粉色的，并且非常柔软；
它的四肢粗壮，但有一点儿短，走起路来，特别可爱。
每次吃东西前，它都会围着我转上几圈，直到我
给它骨头为止。它吃骨头时十分狼狈：爪子抓住骨头
的一端，几颗锋利的牙齿咬住骨头的另一端，再狼吞
虎咽地吃起来。
它十分调皮，喜欢玩纸。有一次，我发现它竟然在
玩纸，便狠狠地骂了他一顿。它用无辜的眼神看着我，
好像在说：
“主人，你就原谅我吧。
”我这才原谅了它。
这就是我喜欢的小动物，你喜欢它吗？
三 （9） 班 徐琰博
小记者证号：A19002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