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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的一个清晨，我被窗外的鸟鸣声叫醒。
耳边没有了妈妈在洗衣房里“哗哗”的流水声，也
没有了爸爸的呼噜声，空荡的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

我走出卧室，看到地垫上那两双醒目的拖鞋，
仔细一看下面压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宸炀，妈
妈和爸爸临时有事，妈妈给你预约了网约车，你自
己坐车去培训班。”我不禁有些生气，妈妈事先都
没有任何通知，可我转念一想，我马上就是一个六
年级的学生了，我不能再是“温室里的花朵”。

我快速地刷牙、洗脸、吃早饭，戴上出门必备
的口罩，就出了门。我按着妈妈的指示，在指定位
置焦急地等待着出租车。突然，一个可怕的念头一
晃而过，那司机会不会是坏人，把我给拐卖走。那
该怎么办，我心里一阵阵害怕。正在冥思苦想中，
突然一辆白色吉利车开了过来，我仔细核对后便上
了车。我打量着司机，中等身材，戴着一副黑色墨
镜，穿着蓝色牛仔裤，和一双深棕色的凉拖。表情
似乎有些凝重，我想：“这应该不是一个坏人。”接
着一条语音播报响了起来：“尊敬的乘客您好，滴
滴出行将一直守护您的出行安全。”这让我心中的
大石落了地。

红绿灯路口，司机想同我聊天。出于敏感与安
全，我并没有搭话。他转过脸来看我。我觉得是那
么眼熟，黝黑的脸，小眼睛，就情不自禁叫出了小
外公的名字。司机惊呼说：“那是我兄弟。”这样我与
这位算得上亲戚、我误以为是“坏人”的人聊起了
天，说起了小外婆的身体，说起了我练跆拳道……

树叶终有一天脱离大树妈妈的怀抱，雏鹰也会离
开窝，在天空中展翅飞翔。我也要坚强起来才是啊！

实验小学 六（12）班 胡宸炀
小记者证号：A22015030 指导老师：高巧浓

独自打车记

中秋节的夜晚，我们在公园里露营。
此时太阳已西沉，月亮早早出来接班了，因为

它知道今天会有很多人看它。今天的月亮格外圆，
如同诗中所说的白玉盘，就像用圆规画出来似的，
它静静地悬在那儿，看着我们，散发着柔和的光。

我和妈妈慢慢地走在步道上，远处，帐篷一个
连着一个，天幕一个接着一个，灯带一串穿着一
串，那星星点点的灯如同降落在人间的小星星，特
别耀眼。一群可爱的小朋友围在一起玩游戏，欢笑
声不绝于耳；大人们谈天说地，又传来一首歌《孤
勇者》；嗨，我居然听到了学校的下课铃声，再竖起
耳朵，听见蛐蛐们正在开音乐会，看来它们也在过
节。嫦娥是不是也在月宫里吃月饼，撸着小玉兔呢？

圆圆的月亮象征着团团圆圆，一个美好的节
日，一个团圆的节日，我祝福我们一家人：身体健
康，万事如意，团团圆圆。

第三实验小学 四（10）班 杜欣钰
小记者证号：B22033050 指导老师：李吉

月下公园

终于到了夏令营开始的这一天，我早早地就起
床了。推着行李箱，背着背包满怀希望地出门了。
我好期待人生中的第一次独立生活啊！

车外，骄阳似火，大地都快被太阳烤焦了；车
内，欢声笑语，洋溢着掩饰不住的兴奋。不知不
觉，3个小时的车程眨眼而过，我们终于到达了位
于北仑的游艇俱乐部。

我最喜欢的莫过于桨板活动了。按规定，我们
两人一组。在海面上一前一后坐在桨板上划桨。教
练给我们定下的目标是——能站着划到10米。

我们是自由组队的，我和一个 10岁的小男孩
临时凑到了一起。刚开始，我俩配合得不怎么好，
他往前划，我往后划，桨板在水面上滴溜溜地打
转。哎呀，小心，旁边划来一块晃悠悠的桨板。只
听“扑通”一声，一个男孩子直接滑入水中，那个
男孩子就这样在水上一沉一浮地漂着，幸好大家都
穿着救生衣。

望着身下打转的桨板，我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我对身后的小弟弟说：“不要心急，我划左边，你
划右边，我来喊口令，我们朝一个方向划。一、
二、三，向后划，一、二、三，向后划——”就这
样，桨板似乎前进了一点点。慢慢地，我们掌握了
窍门，不能划太大，就直着划，幅度小一点，我们
的桨板就不紧不慢地直直向前开去。最后快到教练
的检测环节，我们先是稳稳地站起来，控制住身体
的平衡，拿着船桨向前划去，一米，两米……十
米！哇，我们成功啦！

第一次参加夏令营，第一次一个人出门，回头
想想，这种感觉真美好！

实验小学白云校区 六（3）班 施渊
小记者证号：A22025010 指导老师：陈旭雅

第一次夏令营

暑假一到，我迫不及待地约了妹妹一起去象山
游玩。

第一天来到这个滨海城市时，已经是晚上7点
多了，于是先在酒店办好了入住。我推开窗户，一
阵阵凉风迎面扑来，咸咸的，伴随着海的味道。我
向外望去，到处闪烁着五彩斑斓的霓虹灯，如同给
这黑夜穿上了浓装。而远处的海是那么的静谧和神
秘，与深邃的天空浑然一体，已分不清哪是天哪是
海了，海上的渔船仿佛装饰品，在微风的簇拥下，
随着浪花起伏，真是“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

既然来了海边，怎能少了水与沙的乐趣呢！
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餐，我们就立即奔赴黄金沙

滩了，只是好事多磨，途中可谓是一波三折。由于
舅舅对路况不熟悉，我们开错了几次路，最后总算
是有惊无险，安全到达目的地。一眼望去，蔚蓝的
天空里镶嵌着几朵绸缎般的白云，海面上波光粼
粼，远处天与海完全融合在一起，这难道不是一幅
美妙绝伦的画卷吗？我们急匆匆地脱了鞋，迫不及
待地要先与沙子来个亲密接触，软绵绵的，就像是
踩在云朵上呢！这使我总想躺在沙滩上，来表示我
满心的愉快。突然，我背后一凉，一回头妹妹正拿
着水枪笑嘻嘻地看着我，我立刻也加入了战斗。玩
累了，我们就坐在礁石上，任由海水拍打着我们的
脚丫，温柔的海水就像妈妈在轻轻地抚摸着我。一
个巨浪过来，又使我感受到了“东临碣石，以观沧
海”的叱咤风云。

象山，真是一个美丽的小城，这里的沙美，水
美，令人流连忘返啊！

第四实验小学 六（3）班 邵彭与哲
小记者证号：A22045015

象山游记每每放暑假，回老家那是最让人开心的事了。
那边的夏天，似乎格外的热闹。

在家乡的傍晚，爸爸总会骑着小电驴带着我，
沿着乡间的土路慢慢悠悠地驶向爷爷的瓜田看西
瓜，摘几个回家分了一起吃。

夏天的傍晚，瓜田才是最热闹的。
“呱，呱，呱……”伴随着短促又响亮的蛙

叫，我迈进瓜田。几只受惊的蚂蚱咋咋呼呼弹起，
落在远处。我一手打着手电筒，一手用竹棍不断扫
开正在啃食瓜叶的害虫，我开始挑选西瓜——夏天
最解渴的水果。

我把手电筒往瓜叶深处探去，被层层阴影遮住
的西瓜们终于露面了。它们又大又圆，一条条深绿
色的波浪线嵌在翠绿的表皮上，这美丽的“衣服”
应该是西瓜独有的。

挑西瓜可是我的绝活。先选个头大的，用中指
关节轻轻敲打几下，若声音低沉有力，那里面的瓜
肉一定是红彤彤的，脆爽酥甜。很快，我们挑选出
了两个大西瓜，我和爸爸一人抱一个，收获满满地
回家去了。

妈妈已经洗好水果刀等着我们的大西瓜，“咔
滋———”一声脆响，清香无比的汁水顺着深红的
瓜瓤流淌下来，恨不得用舌头去舔上一口，我立即
用牙签剔去嵌在瓜肉中的几颗乌黑的籽，迫不及待
地大口大口咬下去，甘甜的西瓜汁在舌尖绽放，滋
润着我干渴的咽喉，没几分钟，一盘西瓜已经下肚。

屋外蛙叫蝉鸣，单调却有规律。屋里一家人脸
上都洋溢着开心的笑容，我舔舔嘴角，夏天的夜，
真甜啊！

慈吉小学 五（1）班 罗煜程
小记者证号：A22124015

夏夜，真甜！

暑假里，我认真阅读了赵丽宏的《树孩》这部
小说，书中精彩曲折的情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让我明白了：世间万物皆有灵，我们要善待它
们，善待它们的坚强、善良。

《树孩》主要讲述了山上有一棵生长了百年的
黄杨树，经历了一场山火。尽管灼热的火焰燃烧着
他的全身，几乎要把他熔化，但他还是默默地忍
着，坚强地生存了下来。几个月后，一位才华横溢
的雕刻家和他的儿子春芽儿将其中一段背回了家，
雕成了树孩，从此他开始了人间冒险和流浪。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雕刻家生病那段。雕刻家
在雕刻树孩期间身体有点虚弱，他不时会停下雕刻
休息一会儿，稍微有点好转了就继续他的工作。即
使累得筋疲力尽，他也一直没有放弃，始终坚持要
把这个作品雕刻完成。他的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值
得我们学习，以后我们在学习和生活上，遇到困难
也不退缩，要勇敢地面对，想办法解决，做到持之
以恒。

每个人都不可能停留在童年时光，身边的所有
事情也并不会一直美好，我们也都会改变，从小孩
成长为大人，走入社会当中，去感受世间的人情冷
暖，是非善恶，经历成功失败，生离死别，一点点
地改变，一步步地成熟。无论你现在正处于人生哪
一阶段，身处怎样的境地中，请保持一颗平常心，
不要畏惧，勇敢面对，可能在成长的过程中会感到
伤心难过和痛苦，但总有人会照亮你的生活，成为
你生命中的光，伴你前行。

从“树孩”的故事中让我体会到了生命的可贵
和万物的真善美，以后在成长的道路上要保持一颗
纯洁和善良的心。

慈吉小学 五（18）班 施吟锦
小记者证号：A22124157 指导老师：钱松涛

保持一颗平常心
“光，那么遥远，那么飘渺，为什么还要去追

逐？精美的封面中，一个小小的身影在五彩的光中
穿梭、奔跑，我思索着、疑惑着。直到读完了《追
光少年》这本书，我突然明白，光或许就是一个希
望、一个梦想，一个支撑着我们前行的动力……

这是一本极其励志的小说。张娟，一个怀揣着
田径梦想的农村女孩，为了追逐心中的那道光，却
因为来自家庭、学业和自身多重压力而无法轻盈奔
跑，但她不屈服命运的安排，克服重重困难。最终
在教练的帮助和队友的陪伴下，成就了梦想，也成
为众人目光追随的一道光。

每每打开书，一幕幕就如同电影似的画面深深
地烙在了我脑海里，你甚至怀疑人奔跑的速度怎能
赶超汽车的四轮之力，这简直是无法估量的比较，
可是奇迹就是会降临到努力的小孩身上。一次追汽
车的举动，让她的命运轨迹从此改变。努力、追求
上进，为了梦想仍带着微笑逆行的光，克服重重困
难进入省队，并最终站在亚洲少年田径锦标赛冠军
领奖台上。

妈妈告诉我，成功从来都不是分秒钟的事情。
正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在任何一个
领域都是如此，譬如东京奥运会上的全红婵，年纪
虽小但当仁不让。出生在农村家庭，缺乏好的训练
条件照样夺得冠军。再如 12岁就考上中科大的天
才科学家张亚勤，既有超乎常人的天赋，也有脚踏
实地的精神，在自动驾驶与人工智能领域屡破成
就。他们都是当之无愧的“追光者”！

无论是英勇健儿张娟，还是少年天才全红婵、
张亚勤，他们无一不在提醒着我：要去坚定不移地
追逐光，追求梦想，在有限的时间里多做有用的
事，做一个真正奔跑，勇敢追光的少年。

第三实验小学 五（6）班 周梓萌
小记者证号：A22034080 指导老师：童利敏

少年追光终成光

雨过天晴，妈妈带我去哥哥家借书。妈妈说：
“我们走小路吧，小路近一点。”走小路？会不会很
难走呢？会不会有什么惊喜呢？瞬间我对这条小路
充满了好奇！

果然，小路坑坑洼洼，凹凸不平，一些坑里还
有昨天下过的雨水，在太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

妈妈骑着电瓶车在高低不平的小路上穿梭。车
子不停地颠簸，如同过山车似的，抖得我心惊肉
跳。

虽然小路难行，但是比起大马路，它空气清
新，景色迷人。小路两旁有香气扑鼻的鲜花，碧绿
的小草，各种各样的植物，还有那一片片白茫茫的
葡萄棚。葡萄棚下挂着一大串一大串的葡萄，有青
的、红的、紫的，十分诱人。我正沉浸在美景中，
不知不觉就到了哥哥家。

啊！这真是一条不平凡的小路啊！
实验小学 四（11）班 沈晨皓

小记者证号：A22013025 指导老师：王力

不平凡的小路

蔚蓝的天空中飘浮着几朵白云，就像碧波中的
几朵浪花。一群大雁排成一队一队的，正往南飞
着。风一吹，田野里金黄的稻穗压弯了腰，好像在含
着笑跟我打招呼。山上，有几棵柿子树，沉甸甸的柿
子挂满枝头，像一盏盏小灯笼点缀着，美丽动人！

我看着眼前，老妈笑眯眯地牵起我的小手说：
“看，这就是秋天。”她牵着我在前面带路，还有两
个漂亮阿姨，原来，这是她们的“产业”。我们来
到了一片番薯地，绿油油的叶子一片挨着一片，特
别茂盛。这时，妈妈扔给了我一把很小的锄头，让
我挖点番薯。虽然是第一次，但老妈之前就让我看
过视频，我有模有样地学起来。先蹲下来，开始寻
找根源，慢慢拨开，深怕扰了它的安宁，然后用锄
头一次、两次不停地挖着，汗一滴滴从额头淌下，
打湿了我的衣服，但地底下红红的番薯就像跟我躲
猫猫一样，始终不肯露出它的全部。我已经失去了
全部的耐心，铆足劲使劲地向地下砸去，终于，挖
出来一根，然后，2根 3根，原来，一根藤根上有
那么多番薯，它们就像小娃娃在一起抱着玩耍。我
拿起番薯，绽开了我脸上的笑容！

墙角上一棵枫树在秋风中跳舞，树叶随风舞
动，飘落到了我的手心里，原来，秋天是那么美！

蓝天小学 三（3）班 潘昊冉
小记者证号：B22112003 指导老师：陆丹萍

我眼中的秋天

有人说家像一颗露珠，滋润着我们成长；有人
说家像一把雨伞，虽小但能撑风挡雨；但我觉得家
更像一个“小小动物园”，一片欢声笑语，那就让
我们看看吧。

我的妈妈像一只性格温和的绵羊，她十分温
柔，每天晚上我回到家都会得到她一个大大的拥抱
和每天不重样的点心，让我感到很温暖。她也跟绵
羊一样“草当饭”，当然是为了减肥而吃“草”，每
天一盆绿油油的素菜。不管她怎么样，在我心中我
的妈妈是世界上最美、最棒的妈妈。

我的爸爸像一头任劳任怨的牛，他每天早出晚
归，晚上经常值班、加班，十分辛苦。不仅如此，
他休息天在家的时候不管白天黑夜，有无数个工作电
话，有时更要被拉回去加班。虽然如此，他还是很爱
他的工作，我也很骄傲我有一个认真工作的爸爸。

这就是我的家，一个充满爱的小小动物园。
慈吉小学 四（7）班 虞晓

小记者证号：A22123079 指导老师：马添

小小动物园

今天，妈妈给我买了一只可爱的小仓鼠。它的
皮毛是米黄色的，摸起来非常柔软。它还有一双乌
溜溜的大眼睛，一对圆圆的小耳朵，显得非常机
灵。仓鼠的牙齿长长的，吃东西的速度可快了，有
时候它还会偷偷地在嘴里藏满食物呢！我给它取了
个名字叫“哆啦咪”。

有一天，我一觉醒来发现小仓鼠不见了，急得
我满头大汗，到处找都找不到。于是，我向妈妈求
助，妈妈帮我想了个办法：在每个房间里放三粒小
零食，把门关紧，然后过一会儿去看看哪个房间的
零食少了，就找哪个房间。我按照妈妈的方法去
做，最后在外婆房间的角落里发现了它的身影，找
准时机一把抓住了它。

哆啦咪真是一只调皮的小仓鼠啊！以后我一定
会更加细心地照顾它！

慈吉小学 二（4）班 金楚晗
小记者证号：A22121028 指导老师：胡伶俐

小仓鼠

妈妈给我报名了一场“小小驯养师”的一日营活
动，一路上我特别兴奋，很快就到了宁波海洋公园。

集合完毕，带队老师先带我们来到了海底隧
道，里面鱼类品种繁多，颜色形状五花八门，都在
水里欢快地游着，令人赏心悦目。头顶游过一条鲨
鱼，看着有些凶猛；旁边的魔鬼鱼大大的脸，很悠
闲地动着；还有许多小鱼穿梭在美丽的珊瑚中，相
互追逐着。

到了我最喜欢的项目，就是能和海豚亲密接触
了，我既害怕又兴奋。我先进行了手部脚部消毒，
跟着驯养师进入了海豚住着的场地，只见驯养师吹
了声哨，海豚就从水下一跃而上，真的是太听话
了。我按照驯养师的话慢慢靠近海豚，伸出手摸摸
它，心里乐开了花。

我还喂了乌龟和吸奶鱼，和“网红”嘟嘟拍了
合照，欣赏了美人鱼表演，愉快的一天总是短暂
的，活动就结束了，我希望下次还能来。

第三实验小学 二（3）班 龚予洺
小记者证号：B22031006 指导老师：倪幼丰

小小驯养师

暑假里，我们小记者参加了由宁波农旅集团有
限公司和宁波象山港水产引种育种有限公司共同举
行的公益活动——增殖放流。

我们先来到半掘浦海塘管理中心集合，活动开
始前由引种育种专家应东旭教授给我们讲解增殖放
流是为了海洋生态物种的繁衍和生态环境的平衡，
开展这样的公益活动的重要意义。随后给我们详细讲
解慈溪海塘的鱼类品种和它们的生活习性。解答了我们
提出的各种疑问，让我们了解了海洋生物的许多奥秘。

之后，我们来到十一塘水域放流，工作人员先
给我们拿来了菲律宾帘蛤的幼苗，我看到这么小像
颗粒一样的蛤苗，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我们
分到幼苗后，争先恐后地提着桶到水深的地方去放
流，然后又放流了泥螺，享受着放流的乐趣。一会
儿，工作人员拿过来一盒盒白色的泡沫箱，我们都
好奇地围了过去，打开盖子，我们看到金黄色、亮
晶晶的小东西，一个个像蚂蚁大小，仔细一看，是
一只只小蟹，这就是青蟹的幼苗，看起来那么脆
弱，如果我们一不小心就会把它捏碎，想到它们长
大后变成一个个像战场上的威武战士，那摆出来的
架势，趁你不注意让它夹住，真的能把你夹得鲜血
直流，这样的变化真是太大了。之后我们又放流了
好几桶的梭鱼苗，看着这些小小的鱼苗，想到它们
长大后的样子，差别真是太大了。

通过这次活动不仅让我们近距离地接触了海
洋，还让我们明白了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海洋对我
们人类的重要性，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城区中心小学东校区 四（5）班 龚泽楷
小记者证号：B22064004 指导老师：陈蓉蓉

增殖放流

鲜花感谢雨露；苍鹰感谢长空，高山感谢大
地，我感谢我的数学老师徐老师，因为在我学习气馁
时给我鼓励，让我重拾信心，不惧风雨，勇往直前！

记得三年级有一次数学竞赛，我考完之后，心
里还是很紧张。到了第二天，在我晨读时，徐老师
来到教室门口把我叫了出去，我心里一紧，心想：
完了，一定是数学竞赛考差了。于是我迈着沉重的
步伐向走廊走去。徐老师一脸严肃地看着我说：

“你这次数学竞赛为什么考得这么差？”果然不出我
所料：我考差了！我只是动了动嘴唇，还没等我把
话说出来，徐老师就对我说：“下午科学课你来办
公室，我给你讲。”

下午，我赶紧去徐老师的办公室。徐老师仔仔
细细一题一题地讲给我听，并帮我分析这次竞赛没
考好的原因。他还告诉我：这一次的失败并不说明什
么，但是我们一定要找出失败的原因，为下一次的成
功打好基础。顿时，一阵阵暖意接连不断涌上我的心
头。我认真地听完了徐老师的讲解，这才发现自己粗
心的题目失分很多，再加上不会做的，那竞赛成绩还
会高吗？

徐老师用自己的休息时间来引导我，今后我一
定会刻苦学习，以最好的成绩来回报您！

慈吉小学 四（12）班 毛涵钰
小记者证号：A22123133 指导老师：戚巧巧

感谢老师
傍晚的森林公园有多美，就让我带着你们去看看。
走进南门一看，道路两旁的路灯发出柔和的灯

光，光滑的石头路在灯光下闪闪发光，美丽极了。
森林公园洗去了白天的燥热，沉浸在凉爽的静谧中。

进门右转，沿着宽阔的柏油路，我先来到了荷
花池旁。这时的荷叶挨挨挤挤的，像一个个碧绿的
大圆盘。荷花也形态各异，分外美丽。有的还是两
三片花瓣，有的花瓣全展开了，像一位美丽的仙
女，有的还是花骨朵，像一个可爱的胖娃娃。夜色
中的荷花没有白天那么鲜艳，却显得更加优雅，好
像一幅画融在天地间。沿着路继续往里走，我来到了
一座小桥上，远远望去，清澈的湖水静静地向远处流
去，湖旁的柳树垂下长长的柳条，一动不动，好像已
经进入梦乡了。旁边还有一些闪耀的蓝光，那是有人
在钓鱼。看着这幅景象，我的心也静下来了。

过了小桥，我转入了另一条小路上，两旁的树
长得十分茂盛，风一吹，发出沙沙的声音，好像在
唱晚安曲。夜色中的森林公园黑黝黝的，笼罩在一
片阴影中。这时，一只蛤蟆跳上路面，好像急着往
家赶。路上的人有的在散步，有的在跑步，还有的
坐在长凳上乘凉，他们静静地享受着这份时光，享
受森林公园带来的舒适与轻松。

我沿着湖边小路绕回了南门，恋恋不舍地回家
了。

第四实验小学 五（2）班 华子阳
小记者证号：A22044004 指导老师：陆炯炯

夜游森林公园

夏日炎炎，酷暑难耐，在如此炎热的天气里，
一位扫地工正清扫着从树上飘落下来的树叶。他满
头大汗，汗水不停地往下掉，只见他时不时地用挂
在脖子上的毛巾擦拭着额头上的汗珠，可他还是如
此认真地履行着自己的岗位职责。

“呜——”远处传来一阵汽车的汽笛声，看着
车越来越近，扫地工十分慌张，可也束手无策。后
来那如同离弦之箭的车驶来，两年前的事情便清晰
地浮现在扫地工眼前：一条宽阔的大道上，一个男
人才刚把路上的树叶扫在一起，突然一辆车奔驰而
来，地上尘土飞扬，扫在一起的树叶顿时零零散
散，三五成群地落在了四面八方。车上的人不但如
此，而且十分无礼，教育孩子要好好读书，不可以
成为像扫地工一样的人。当时的扫地工可真是哑巴
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而那个男人正是他自己。

然而接下来的一幕却让扫地工出乎意料——车
上的司机急忙踩着刹车迫使车速减下来，地上的叶
子只散开了没多少，扫地工总算松了一口气。

这时淅淅沥沥下起小雨，扫地工脸上绽开的笑
容比谁都甜。

实验小学 六（11）班 徐艺轩
小记者证号：A22015026

宽阔大道

开学了，晴空万里，太阳像一个红红的大火
球，照耀着我。

你们猜猜我今天会干些什么呢？我今天肯定会
包书皮啦！嘿嘿！

我迫不及待地走到书桌面前，拿起一张书皮跟
一本书本，开始包起书皮。我先把书皮平放在书桌
上，轻轻地撕开了中间一条缝，再把书本放在上面
的缝上粘合固定住位置。

开始贴正面了，我撕开了书皮的那张纸，拿起
皮尺轻轻地推过去，然后翻开封面把剩余的书皮往
里折。哎呀！书本被我折破啦！怎么办，怎么办，
老师看见了会不会骂我？怎么办……突然，我想出
了一个好办法：重新来过！我包了好久好久，终于
包好了。

包书皮真是看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呀！
慈吉小学 三（2）班 岑昊宸

小记者证号：A22122013 指导老师：戚坚玲

包书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