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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咚叮咚……”房檐上，雨滴的一曲叮咚
歌，唤醒了睡梦中的我。

我揉了揉惺忪的睡眼，一骨碌爬起来，走到阳
台，踮起脚尖：“呀，秋雨！妈妈，妈妈，下雨
了，下雨了！”我伸出小手，小雨滴调皮地飞向我
的手心，凉凉的，细细的，它们似乎把我的手心当
成了一个大舞台，一个劲儿地跳跃、旋转，仿佛在
欢庆秋天的到来！

我低头向下望，小区里的大树们，正在摇头晃
脑。“它们不怕冷吗？秋天到了，它们不是会枯
萎变成光秃秃的小老头吗？”大树仿佛听见了我的
话，摇摆得更欢了，发出“唰唰——唰唰——”的
声音，好像在说：“小姑娘，别担心我们，你可以
添衣啦！”

我跑回自己的房间，在衣柜中寻找长袖长裤的
身影。“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要穿棉。”我穿
上衣服，又跑回了阳台。

第三实验小学 三（8）班 鲁芯彤
小记者证号：A1904159

秋

在喧闹的市中心有一处安静的院落——陈之佛
故居。

跨过高高的门槛，映入眼帘的是满墙绿油油、
层层叠叠的爬山虎。顺着墙往右拐，横穿回廊，我
被眼前这个雅致的小院落吸引了。院落中央有一汪
碧绿的池水，像一块莹润的碧玉落入其中，又像一
双碧眼，美目盼兮。

“扑通”，一抹红色在我眼前跳过，水面上荡
起层层涟漪。我向水中望去，金色的锦鲤冒出嘴
巴，红色的鲤鱼浮出水面，成群结队的小白条从四
面八方围了过来，池塘一下子热闹起来。哇！鱼儿
给我的欢迎仪式好盛大哦，为了表示答谢，我从口
袋里掏出饼干，掰开，揉碎，撒向池中。

鱼儿们纷纷向我游来，红色的鲤鱼从容不迫地
摇着长长的尾巴，如同飘逸的长裙，优雅地滑行
而来；而身形娇小的小白条却奋力甩动尾巴，像
百米冲刺的选手一样，疾驰而来；在它们的嘴巴一
张一合之间，饼干屑被扫荡一空。可是啃大块饼干
的小白条就没那么幸运了。小白条用小巧的嘴巴，
这里啃、那里啃，就是咬不下。一条鲤鱼游了过
来，打开腮帮子，一口就吞下了大块头饼干块，高
傲地游走了。留下了小白条，我仿佛听见了它咽口
水的声音。

第三实验小学 五（10）班 蔡米扬
小记者证号：A1902349 指导老师：林燕

陈之佛故居的鱼
这次我如愿来到了长白山，一览神秘的天池。
去山顶的道路左盘右旋，蜿蜒而上，一路迎着

溪流，随着山势，溪流时而宽，时而窄，时而潺
缓，时而湍急。而山路时而平坦，时而倾斜，时而
宽大，时而窄小，千变万化。路边的草坪开满了小
花，在微风的吹拂下频频点头，欢迎着我们的到来。

一转眼，我们已经到了山顶，环顾四周，全是
连绵不绝的山峰，有的上面还覆盖着千年积雪，此
时我也体会到了几分“千年积雪万年松，直上人间
第一峰”的长白山风采。我跟大家一样怀着好奇的
心情，迫不及待地想一睹天池的婀娜。

风越刮越猛，吹得我睁不开眼睛。恍惚间，我
看见了一块“蓝宝石”。只见天池安静地躺在山
下，在阳光的照耀下，她披上了金纱；在微风的吹
拂下，她的发梢轻轻飞起。虽然没有瀑布那“飞流
直下三千尺”的气魄，也没有黄河“君不见黄河之
水天上来”的雄浑，但她，有她独特的魅力，高雅
不失清纯，静谧而又变幻多姿。

身边的人们不住地赞叹“天池真美”。我也不由
地感叹：“长白之处，天池如花似玉”。大自然的鬼斧
神工创造了这幅如仙如梦般的美景，令我流连忘返。

第三实验小学 五（9）班 张鎏鋆
小记者证号：A1902292 指导老师：张吉珍

天 池
课间，我在座位上写语文作业，突然有一个又

黑又矮又胖的身影出现在我的身后，他就是戚科
一。他本来是想跟我玩的，不过他跟我玩的方式错
了。只见戚科一用手臂掐住我的脖子，把我死死地
拽了起来，打起了“降龙十八掌”，我赶紧求饶：

“戚大侠，不要打我，要玩就好好玩。”可是他还是
一脸严肃地打他的“降龙十八掌”，还抡起了“佛
山无影脚”。只听我“啊”地一声大叫，原来是我
的右手食指被踢伤了。戚科一听见这一声大叫好像
看见了他的天敌，连忙变了个脸，温和地对我说：

“诸子涵，对不起，怎么了？”我指了指右手食指，
他继续说：“哦，疼不疼？要不要去医务室？”我点
点头，他急忙叫上周恩泽陪我去了医务室。

到了医务室，医生看见我的手指有些肿，就让
他们帮我拿冰袋过来，戚科一一路小跑到冰箱旁，
赶忙帮我拿好了冰袋放在自己腿上，让我敷。中午
我爸爸也来了，他帮我扎好指夹板，对我说：“不
要去动它，很快就会好的。”

本以为我不用做作业了，但“大坏蛋”妈妈建议
我试着用中指代食指来完成作业，刚开始还真不习
惯，慢慢地也就适应了，我还真是“因祸得福”了呢！

第三实验小学 四（1）班 诸子涵
小记者证号：A1902158 指导教师：胡燕燕

手伤了

你们见过蓝精灵吗？是的，蓝精灵中有许许多
多有意思的人物：聪明机灵的蓝爸爸，乖巧可爱的
蓝妹妹、顽皮淘气的聪聪，还有诡计多端的巫师和
他的猫。现在，就让我们和他们打个招呼吧！

首先，准备一支黑色记号笔、一张临摹纸、一
把剪刀、一把尺子、一块眼镜布和一根吸管。第一
步，先在临摹纸上画出四个姿态不同、神情各异的
蓝精灵：一个睁大眼睛，嘴巴长成“O”型，一副
十分惊讶的样子；一个眯着小眼，嘴角向上翘起，
脸颊上露出两个甜甜的酒窝；一个怒目圆睁，胡子
呈倒“八”字，眼睛里好像要喷出火来；还有一个
相貌十分丑陋，脸上全是皱纹，显得十分可怕，好
似一个老巫婆。

第二步，把临摹纸上的四个蓝精灵小心翼翼地
剪下来，不能剪错，否则前功尽弃。正当我专心致志
地剪的时候，只听“哐啷”一声，我一惊，手中的剪
刀也不自觉地歪了一下，又听“咔嚓”一声，我把一
只蓝精灵的手臂给剪了下来，变成了“独臂大侠”。

第三步，把剪好的四个蓝精灵排成一排，用一
把尺子把他们的下半身压住，再拿出一根吸管和一
块眼镜布，相互摩擦起来，我越磨越快，越磨越有
力。大约过了十五秒钟，我停住了，用吸管去吸一
吸，却什么也没吸起来。我十分不解，便又看了一
眼步骤说明书，忽然看到一个字眼：匀速，我恍然
大悟。于是又试了一次。这次，我摩擦了三十秒
钟。果然，在我的吸管碰到蓝精灵的那一刻，蓝精
灵像一块吸铁石一样，居然乖乖地立了起来，我向
左，他们也向左；我向右，他们也往右。还不时跳
起了滑稽的“扭秧歌”，逗得我哈哈大笑。

实验小学 六（8）班 刘慈
小记者证号：A1900371

有趣的“蓝精灵”

国庆小长假的第一天，老爸就带着我在我家的
小花园里“斩草除根”。老爸用一把菜刀就把这块
地整得平平整整，把小花园彻底变成了小菜园。真
厉害!

把白菜种子撒到地里，还浇了点水，我想，接
下来就等着它们慢慢发芽长大吧！到了第三天下
午，我突然看到土地上有一点点绿色的东西，这会
不会是菜苗呢？我走过去仔细看了看，发现它们长
出来两片嫩绿的叶子，这两片叶子是椭圆形的，上
面还有一些细毛。我把自己的发现告诉爸爸，爸爸
说：“不可能吧，不会这么快的。”我有点扫兴。晚
上，一点点绿色已经变成了一小簇一小簇的东西，
我确定，这一定是菜苗！

又过了一天，更多的小菜苗出现了。它们挨挨
挤挤的，争着向上长。这么多的菜苗挤在一起，会
不会互相伤害到呢？我真担心。

现在的菜园子里，都是密密麻麻的菜苗了，远
看葱绿一片。仔细看，长大的叶子和刚长出来的叶
子不同，它长长的，油亮油亮的，边围是尖尖的。
不久的将来，菜苗会长得更大，相互之间会挤得更
紧，会需要更多的水来浇灌，也会需要多施肥，还
有，会不会有毛毛虫来糟蹋它们呢？

慈吉小学 四（13）班 陆汉文
小记者证号：A1901035 指导老师：杨静

种菜记
我的家是一个欢声笑语的“动物园”，里面有

爱干净的老虎妈妈，不爱干净的苍蝇爸爸，勤劳的
蜜蜂奶奶，爱哭的娃娃鱼弟弟和可爱的小狗我。先
说说爱干净的老虎妈妈。她可是家里的大王，每一
次我不小心把汤汁洒到她的衣服时，她一会儿说我
太不小心，一会儿跑到卫生间去照镜子，一会儿又
用餐巾纸擦。唉，我看着都眼烦。每当我放学回到
家，如果我的鞋子、外衣有点儿脏，她就会一边骂
我不爱干净，一边看脏得是重还是轻。

再说说不爱干净的苍蝇爸爸。他可是家里的老
二。每次我洗完澡，都能看见他玩玩手机、吃吃零
食，可自在了。他累了，澡也不洗就上床睡觉去了。
他穿的皮鞋大约每天都会擦破，下班回来被妈妈骂。
吃完香烟就把香烟头堆在那里，把我们家弄得非常
脏，我看着真的感觉好乱，不管怎么劝，都没有用。

再讲讲勤劳的蜜蜂奶奶吧。她不怕累，家里的
苦活每次都是她抢着干。晚上衣服洗到 11点，劝
她别干了也没用。早上叫她睡足觉，她偏偏6点钟
起床烧早饭，中午睡午觉她又要拖地，要是我们全
家都像她这样，该多好哇！

下面是爱哭的娃娃鱼弟弟。每次我不小心碰到
了他的头，他就哭；不小心发出了响声，他又哭
了，而每次挨骂的总是我。

最后是可爱的小狗我。我是最最不能缺少的人
了，每当别人生气时跳出来让别人平静下来；在弟
弟哭时扮演小丑，弟弟就会破涕为笑了。每一次被
表扬的人到底还是我。

慈吉小学 四（4）班 余楚然
小记者证号：A1900951 指导老师：王中桃

你瞧，我们这一家人

你闻，秋天的风是甜甜的。桂花缀满了整个枝
头，风一来，那阵阵香气，是棒棒糖的味道。

你看，秋天的雨是细细的。雨点儿打电话给果
园、田野……还有辛勤的农民伯伯，邀请他们参加
丰收的宴会。

你听，秋天的郊外是热闹的。秋风吹着哨子，
把消息捎给你！池塘边，钓螃蟹，采红菱。园子
里，菊花黄，柿子红。

秋天！秋天！坐着一片小树叶，来啦！
城区中心小学东校区 二（4）班 胡杍汇

小记者证号：A1904121

秋 天

我有一个妹妹，今年两岁了。她的皮肤白白
的，眼睛大大的，睫毛长长的，鼻子高高的，嘴巴
小小的，非常漂亮，就像一个芭比公主。因为她的
小名叫希希，我就常常叫她“希希公主”。

希希有时候像个坏女巫。有一次，我用了很长
时间，好不容易搭好一个城堡，她一脚就把城堡踢
倒了，我很生气，她还哈哈大笑。有时候，妈妈叫
我名字，她也学着叫我的名字，叫了一遍又一遍。
我瞪着眼睛，装着骂她：“叫姐姐！”她叫得更开心
了。真是气死我了！

但是，每天我回家的时候，她一看到我，就会
一边叫着:“姐姐”“姐姐”，一边伸着双手跑过
来，让我抱抱她。当我哭的时候，她总是给我拿来
餐巾纸，用胖乎乎的小手给我擦眼泪，还说:“姐
姐不要哭。”很多时候，当别人给她吃东西的时
候，她都会留一点给我……

这就是我的妹妹，有时候调皮捣蛋，但更多的
是乖巧懂事。我喜欢我的妹妹，我觉得，这是爸爸
妈妈送给我的最好的礼物。

庵东镇中心小学 二（3）班 马以琳
小记者证号：A1900676 指导老师：岑利君

我的妹妹

谁都会经历成长，在成长中，我们经历了成功
的喜悦，也受到过失败的挫折，同时，我们学到了
许多精神上的东西。

每天早上，有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小姑娘在学骑
自行车，她在车上蹬了几下，就摔下来，蹬几下，
就摔下来。正当她就要放弃时，爸爸妈妈在一旁用
鼓励的眼神望着她，女孩收到鼓励，重新找回了信
心，继续练习骑车……

过了几个月后，她学会了骑自行车。
五岁的娃娃迈出了成长的第一步——坚持不

懈。
小女孩上了一年级，努力改掉以前的坏习惯。

可是她最缺少的就是勇气。班级里要来一场演讲比
赛，每一个人都要上台演讲。轮到她时，她的心跳
仿佛加快了一大半。女孩深吸了一口气，走上去，
开始演讲……

就在说完了最后一个字，全班响起热烈的掌
声，女孩笑了，第一次感受到演讲时的舒畅。

七岁那年，女孩学会了勇敢。
现在这个女孩已经上了五年级，有许多地方还不

完美，在接下来的生活中，她一定会变得完美起来。
这个小女孩就是我，我一定会在今后的时间里

迈出更多步，让自己得到更多成就。
第三实验小学 五（2）班 程俞萱

小记者证号：A1902254 指导老师：陈盈颖

成长的脚印

今天上午，我们班在体育课上玩了一个百玩不
厌的“冰冻游戏”。

这个“冰冻游戏”的规则是：一个人当
“猫”，其他人当“老鼠”。如果“老鼠”冰冻了，
就只能站原地 1分钟，1分钟以内“猫”不能来抓

“老鼠”，如果1分钟后，其他“老鼠”摸一下“冰
冻老鼠”的肩膀，那只“老鼠”就解冻了。

游戏开始了，我和小音、小美、果果等同学一起
玩。我们用“黑白黑白黑黑白”的游戏分好角色。结果
出来了，小音当“猫”，他可是年年的跑步冠军呢！我
还没反应过来，小音就对我跑起来，只见“猫”差点儿
抓住我时，我立即“冰冻”起来。小音嘴里嘀咕着：

“该怎么办呢？”好不容易抓住一个，就“冰冻”了。我
看着“猫”的苦恼样子，心里可开心了，还幸灾乐祸地
对他喊：“我就不动，就不动，看你咋办？哈哈哈
……”限时前，我的队友帮我引开了“猫”，另一个队
友趁机碰了我一下肩膀，最终“老鼠”队友们赢了。

“冰冻游戏”不但增进同学间友谊，而且还能
锻炼身体，增强个人的反应能力。最主要的丰富了
同学们的课余生活。

杭州湾小学 四（3）班 赵锦喆
小记者证号：A1900558

好玩的“冰冻游戏”

我家有四口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点，就像
动物园里不同的动物一样。我妈妈像一只大老虎，
哥哥像一只猴子，爸爸像一只兔子，又像一头狮
子，而我就像一条蛇一样。

我的妈妈是一只大老虎，平时不怎么凶，可是
当我考完试，回到家，妈妈总是凶巴巴地问我考试
考了多少分。只要我说考了95分以上，妈妈就开心
地走了。只要我说90分以下，妈妈就很大声地骂我
考了这么一点儿分，是不是没认真学习……有时候
还会打我。虽然，妈妈很凶，但我知道这都是爱。

我的哥哥像一只猴子。哥哥像猴子一样爱吃香
蕉和桃子，而且哥哥平时喜欢运动。每当看见双杠
的时候，哥哥就爱不释手地爬上去，像猴子一样，
跳过来跳过去，爬过来爬过去的，一玩就是好几个
小时。

我的爸爸温柔的时候像一只兔子，凶的时候像
一只狮子。爸爸平时很温柔，可是凶起来谁都怕。
爸爸身子胖胖的，可是脑子很聪明，像一只胖胖的
聪明的兔子。每当我被人欺负的时候，爸爸就站在
我面前保护我。

我像一条蛇。为什么呢？因为我很爱动，每当
我睡觉时就会滚来滚去，有时候站着也会动来动
去，甚至看书的时候也会动来动去。

慈吉小学 四（13）班 罗曼匀
小记者证号：A1901032 指导老师：杨静

小小“动物园”

今天，老师笑眯眯地说：“我们下面要做一个
实验，请大家把实验的过程记录下来，并思考其中
的道理。”

我很纳闷，老师今天要做什么实验呢？怎么做
这个实验呢？这一串串疑问在我心里此起彼伏。只
见老师拿出两杯准备好的清澈的水。我更是丈二和
尚摸不着头脑，老师到底要做什么实验呢？老师神
秘兮兮的说：“谁可以把这杯水装满？”顿时空气就
像凝固了一样，大家都没有吭声，也没有举手，你
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老师葫芦里卖的什么
药。老师看我们没有一个举手，就请了陈丽把水倒
进另一个杯子里。陈丽表情严肃，小心翼翼地倒着
杯子里的水，我们的目光紧紧盯着杯子，等水在杯
子上方形成果冻状时，大家异口同声地喊：“够
了！够了！”只见杯面的水呈现出往上突起的弧
度，拍动桌子时，水波还会上下抖动。这时，老师
又拿来了一杯全是一元钱的硬币，我心里暗暗地
想：老师拿这些硬币干什么？老师又问我们，谁愿
意把硬币放进装满水的杯子里，只有三个同学举手
了，我、陈凯、陈丽。我心想，就算放一枚硬币进
去，水肯定就要溢出来。老师让陈凯首先来放硬
币。陈凯轻轻地把硬币放进了装满水的杯子，他先
将半枚硬币插入水中，等水波平稳时，松手，硬币
沉入水底，出乎意料，水并没有溢出来。第二枚，
叶莹放进去时，水还是没溢出来。轮到陈丽放第三
枚时，水却溢出了。

大家陷入了沉思中，然后又开始议论纷纷。过
了一会儿，老师给我们讲解了其中的奥妙。原来，
水的表面是有一定的张力，当加入硬币时，水面会
升高，高出一点点时，张力的作用会把多出的水拉
住，不溢出，当水面继续升高到张力的极限时，水
就会溢出。

实验小学 五（1）班 单德铭
小记者证号：A1904093

一次有趣的实验

盼望着，盼望着，秋游的日子到了。我们五六
年级的同学怀着愉悦的心情来到了森林公园。

一下车，我和我的同学就迫不及待地跑进大
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道路两旁栽种的高大树木，
它们像一个个哨兵守卫着公园大门。不远处，各种
各样的树木层林尽染，叠翠流金，好像一幅美丽的
画卷，让人舍不得移开眼睛。

拍完全家福，同学们三五成群地坐在草坪上，
有的甚至舒舒服服地躺了下来，与大自然来了一个
零距离接触。不一会儿，大家纷纷互动起来。有的
同学高高兴兴地分享自己带来的食物，有的同学兴
致勃勃地聊着天，有的同学放起了风筝，还有的同
学玩起了“抓人”游戏。我们在草坪上尽情地奔
跑，玩得满头大汗。草坪上充满着同学们欢声笑
语，好一个热闹的景象！

第四实验小学 五（2）班 叶晨露
小记者证号：B1900465

秋 游

今天，我和爸爸一起去医院补牙。因为我的牙
齿开始有蛀牙了，慢慢地痛了，这使我很难受！

我们到了医院，先挂了号，又到了二楼看了医
生，医生仔细地看了又看说：“居然有八颗蛀牙
了，要先补四颗。”我心里特别紧张，因为我怕牙
痛。但是医生很细心，还温柔地告诉我，只要我好
好配合，就会少一些痛苦。我乖乖地配合医生的治
疗，果然减少了许多痛苦。

经过这次补牙，我知道了保护牙齿的重要性，
再也不敢多吃糖了。

第三实验小学 二（1）班 劳禹皓
小记者证号：B1900352

补 牙

我的妈妈有一头乌黑的头发，她的眼睛大大
的，善良又聪明。

有一次，天色已暗，星星渐渐点缀在黑色的夜
空，我们经过一条街道的拐弯处，发现有一位农民
爷爷还摆着蔬菜摊位，路人行色匆匆，没有人顾得
上看他一眼，更不用说停下来买他的菜了。这时妈
妈朝爷爷走去，她蹲下身子，把剩余的菜都买了。
我说：“妈妈，我们明明已经买了菜？”妈妈说：

“让爷爷早点回家吧！”
我的妈妈也很聪明，我最喜欢看电视，经常趁

着妈妈外出的机会打开电视尽情看。有一回，我听
见妈妈的脚步声，立马关掉电视，可妈妈一摸电视
机烫烫的，我再狡辩也没用了。

这就是我的妈妈这就是我的妈妈，，我爱我的妈妈我爱我的妈妈！！
碧海小学碧海小学 四四（（33））班班 陈翔政陈翔政

小记者证号小记者证号：：AA19006651900665 指导教师指导教师：：邹晓青邹晓青

我的妈妈
夏夜的星空是多么美丽呀！那些闪烁的星星是

那么平静、安详。既像一只只明亮的眼睛，又像一
盏盏亮晶晶的银灯，看着我，照着我，使我产生了
许许多多的幻想。

白茫茫的银河，静静地躺在湛蓝的夜空中，灿
烂的星群在银河里闪动，像无数漂在河上的航标
灯。你看那几颗星，多像一只在银河中展翅飞翔的
天鹅，那就是“天鹅座”；在银河南端的那几颗
星，多像一个高举双钳，翘着尾巴的大蝎子，这就
是有名的“天蝎座”。

满天的星斗，它们尽着自己的力量，把点点滴
滴的光芒融汇在一起，虽然不如太阳那样辉煌，也
不如月亮那样清澈，但它们梦幻般的光也洒到了人
间，把地球变成一个奇异的世界，诱发着人们去探
索的欲望。

啊！我爱夏夜的星空，因为它是那么绚烂多烂多
彩彩，，那么美丽动人那么美丽动人，，那么富有神秘感那么富有神秘感。。

杭州湾世纪城学校杭州湾世纪城学校 六六（（11））班班 俞赞扬俞赞扬
小记者证号小记者证号：：AA19004771900477 指导老师指导老师：：潘晓芳潘晓芳

美丽的星空

刚到海南，我就见到了与自己故乡截然不同的
景色——天是蔚蓝色的，海也是蔚蓝色的。还有，
就是那被水天一色衬托出来的金色沙滩了。每当夜
幕降临，在沙滩散步的人就逐渐增多了。有的结伴
在沙滩上散步，有的在沙滩上打排球，有的则想借
助落日的一丝余晖拍一张美美的照片。海风、沙
滩，真惬意。

当然，既然来到了海南怎么少得了去三亚呢？
找个靠海的民宿住下。清晨，海上大潮未退，打开
落地窗，吹着舒爽的海风，喝着刚从椰树上摘下来
的椰子，看着幽兰的大海发发呆，钓钓鱼，那小生
活过得真是美哉！

中午时，到附近的集市里买些新鲜的海胆
啦，刺身啦，或是去尝尝海南独特的椰丝鸡肉
饭。用椰汁蒸出来的细米不糯不散，口感适中，
饭粒颗颗饱满。在这基础上拌上椰丝和鸡肉丝，
吃一大口，香和甘甜在一瞬间充满了整个口腔，
让人回味无穷。吃完午饭后是有趣的赶海时间。
此时的沙滩已经湿透了，几只小螃蟹你追我赶，
要是遇上专业的人碰上了，一个大桶盖住就都全
军覆没了。

到了傍晚，潮又涨上来了，金色的阳光倒映在
水面上。人们坐在海边的小餐厅里，听着不知名歌
手唱歌，吹着海风，还别有一番情趣呢。在美妙的
歌声中，体会人生真谛，体会旅行的乐趣，体会生
活的来之不易。

不登山，不知山有多高；不涉水，不知水有多
秀；不旅行，不知世界多奇妙，生活多美好！古训
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朋友，让我们一起背
上行囊去旅行吧！

慈吉小学 六（6）班 徐艺瑞
小记者证号：A1901370

旅行让生活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