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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爱美丽》 

当幻象和现实完美重合的时候，那就再

美妙不过了。因为那就是爱情。 

找寻心灵的栖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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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十一 

迎新羽毛球赛 

元旦晚会 

一站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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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晚会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小

哥哥小姐姐们是不是在忙着排练呢！

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为了

展示最完美的表演，小仙女们倾尽全

力，不辞辛苦，我们都看到了哟！你

们的热情必将点燃2018年，你们的激

情必将渲染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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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自生科，我们挑战自我。堂堂正正的生

科版《一站到底》终于圆满举行！ 

17级小萌新们，有没有被大神师哥师姐们折服

呢？ 

  在思索中寻找知识的本源，在争分夺秒中享受比

赛的快意，一次次高手过招，一张张来自对手和

组员的赞叹笑脸，一遍遍评委们鼓励的眼神，是

不是给了选手们无比的勇气呢？一站到底让我们

领略了生物的最美风采。 



迎新羽毛球赛 

今天你的运动量是不是达

到要求了呢？赶快跟上运

动达人的脚步，跑起来

吧！ 

  小萌新们跟着师哥师姐大

佬们进行了别开生面的羽

毛球健身赛！他们在赛场

上酣畅淋漓，释放汗水，

拥抱胜利！ 

比赛采用国际标准羽毛球赛制，进

行2对2淘汰赛。我院齐羽晨同学斩

获第三名。为她鼓掌喝彩。小编在

这里希望大家都可以积极参与体育

运动，多运动的人会变漂亮哦！ 



双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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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编可是没有控制住剁手呢！小

仙女们是不是都隐藏在屏幕下面，

和小编一样虎视眈眈的盯着开团提

醒呢？还有一分钟，3秒，2秒，1

秒！哇塞，抢到了，不管是梦寐以

求的爆款零食，还是炙手可热的新

款大衣，亦或是令自己美美哒的化

妆品，在拿到手的那一刻，那颗小

心脏终于得到了满足。 

  双十一就是要买买买！ 



      博文杂谈 

给你文艺的心一个栖息之处 



漫步红叶谷， 

看到那片叶， 

褪去夏日的风姿妖娆， 

留一片红晕， 

似一袭艳裙， 

洒脱地随风摇曳 

 

充满别绪的风， 

吹散满地的红叶， 

哗哗作响， 

俯身将其中的一片捧起， 

交织缠绵的脉络， 

透出经过风雨后的淡然。 

曾经内心的浪花， 

化作涟漪散开， 

渐渐平静， 

再也惊不起波澜。 

 

 

漫山的红叶， 

氤氲着朦胧又贴实的神韵， 

那每条脉络背后的故事， 

叫做成熟…… 

一阵风吹过， 

一种行将就木的气息， 

从叶上散出…… 

那片红叶 

作者：16生科二班 赵临春 



       我知道人生苦短而漫长，但当我回首我十九年经历的成千上万

件事的时候，总有那么几件从我的心头涌出，总有那么几个人勾起

我的回忆…是他们让我觉得就算十九年的慢慢长路原来也可以如此

绚丽多彩！ 

       大一的我提起最难忘的事，我想应该是离我还尚未远去的高考

吧！三点一线的生活每天都在重复，只睡四五个小时是家常便饭，

高三的课程时间表依然历历在目，你可能会说那么苦为什么会难忘

呢，不！那是因为有她和他们的陪伴，让我苦中有甜，甜在心上！ 

        如果我说真的会有一个非常喜欢你的人，在距离高考不到一个

月的时间，他还会帮你划重点，给你印来自各省最新的模拟题叫

你做，在晚上帮你批改，第二天给你讲；他还会在高考前几天因

为你抱怨压力太大而给你找好笑的小品逗你开心，这一系列的偶

像剧故事你会相信吗？ 

     如果我说真的会有一个和你非常要好的人，一直陪伴在你左

右，一起携手从初中毕业走完又携手走完高中毕业吗？一起一起一

起走过我们不一样的“七年之痒”，这一段百味友谊你会相信吗？ 

    我很幸运的成为了这些故事的主人公，虽然说人生十有八九都不

如意，但是我倒觉得正因为真因为不如意才能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什

么叫珍贵…什么叫感动…什么叫人生… 

    朋友不能陪你看完，但会在门口等你回来然后傻笑着去新的地

方，一路陪你笑着逃亡… 

回
忆
里
的
一
抹
沙 

作者：17生科八班 杨红宇 



往昔 
有天我不记得我是谁，也记得你是我的宝贝。——题记 

辛夷坞说过，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塞纳河，它把我们的一颗心分作两边，左

岸住着我们的回忆和所有的爱恨嗔怒，右岸住着这个世界的规则在我们心里打下

的烙印。左岸的方寸之地里，有着我最深刻的最难忘的却又不愿想起的回忆。 

我，十二岁之前。 

我有很爱我的爸爸妈妈，我们一家三口很幸福。小学六年级的暑假，我迎来

我人生中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办理户口。这件对于别人轻而易举的事情，

爸爸妈妈为我奔走了12年。办理户口就好像登山一样，好几次我们差不多要登顶

了，那块石头却松了，我们又掉到了谷底。我好累，心好累，当时真的不想再爬

了，但我爸妈还是拉着我继续爬，最后我们找到了登顶必须要用的“楼梯”——

一张只有20厘米长，5厘米宽的纸条，它终于让我有了自己的合法的身份证明。拿

到户口本之后，身份证是我自己去公安局办理的，我拿到身份证的时候，呆呆的

看着身份证很久，眼泪几乎夺目而出，这个本该是信手拈来的身份证明，居然让

我耗费了巨大的时间和金钱之后，还迟到了12年。 

现在的我自信，开朗，可是小时候，我却从来没有真正开心过。 

“你不是我们这里的人！你亲生爸爸妈妈不要你了你才会在这里，你是被嫌

弃的！”“你肯定是被诅咒的，所以你亲生爸妈才不要你！”……我哭了，躲在

墙角边，这样的话一直萦绕在我耳边，我很害怕我爸妈听到之后也不要我了，我

不想再孤苦一人了，刚刚懂点事的我也不会想得多么深入，只会用最孩子气的办

法解决问题。于是我猛地站了一来，狠狠的抓住了那个小伙伴的手，又狠狠的抓

她的皮肤，最后，两败俱伤。回家的时候妈妈问我怎么了，我不敢说，但她肯定

知道为什么，纯朴的农村里，藏不住一点秘密。但是她唯有默默地为我清理伤

口，我看不见，她眼角泛起的一点涟漪。 

我，十二岁之后。 

高二的某一天，我坐在教室里观看新闻，讲的是一个妈妈寻找自己被拐走的

孩子，十几年不曾放弃，她表示只要还活着一天，就不会放弃寻找自己的孩子。

多感人啊，我想世上的母亲都不会放弃自己的孩子吧，可为什么我的父母就不要

我呢？“因为你是一个女孩。”这是我姑妈给我的答案。 



那天在姑妈家，很多亲戚聚在一起在打麻将，聊天。姑妈拉着我到旁边，悄

悄地告诉我，我亲生父亲就住在不远处，问我要不要去看看他们。我问，为什么

他们不来找我，为什么他们小时候要抛弃我？她说：“因为你是个女孩，而他们

还想要个男孩，可是生活困难，没办法再养育你了……”于是他们就把我扔在桥

上，不管不顾了？他们不怕我被狗咬，不怕我被车撞到？女孩？女孩就应该承受

这一切吗？女孩就不能在父母的疼爱之下快乐成长吗？我很想向我那所谓的亲生

父母提出我所有的疑问，但我长大了，也渐渐明白过去了的事情成了回忆，就算

给了你答案，也不过是更加痛苦的回忆。 

人是健忘的，可以忘记，但不可以原谅。 

我只能说我不恨我的亲生父母，在他们那一辈里可能男孩很重要，所以他们

才会有所割舍，但并不代表我会原谅他们。很多人问过我如果我亲生父母来找我

会不会跟回他们生活，我的答案是不会。无论如何，他们抛下我这是个事实，是

我最疼痛的回忆。 

每个人的回忆都是血淋淋的，都有着痛和泪。我们没有办法把回忆抹掉，因

为它已经成为了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它时常提醒着我要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要

对身边在乎你的人好好的，要用尽自己所有的力气幸福的活着，因为过去的我太

不容易了，只有好好的才能对得起自己受过所有的委屈。 

没有谁非你不可，你也没有非谁不可；属于你的永远是最好的，与你擦肩而

过的东西还不够好；过去的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手里的东西。每次我跟别人聊

起我的过往时，这几句话总会萦绕不去，我想，这或许就是回忆留给我的吧。 

人这一生，或许总得要些难过的记忆才算完满吧，那就好好的把它藏在心底

吧，我愿意用我这一生来证明我值得被疼爱，证明女孩不是随意可以被抛弃的，

我们不是月亮，我们可以自己闪闪发亮。 

何必执着与回忆的冰冷，推翻自己不愿翻越的心墙？停滞过去，不如握住手

中的温暖；伤害自己，不如还给自己一个笑容。那些曾在我耳边萦绕的话语，那

些让我始终徘徊在门外的禁锢，若能抛弃，为何不？ 

作者：17生科七班 郭深怡 



“我的母亲那时候在火车上被送往北都集中营，那时候她和其他女人在火车上已经呆了十几天，

她们都病了，有的人快死了。这时候在火车下面有一群女人，穿着大衣，她们谈笑着，有的就这么看

着，就这么冷冷地看着”，“我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但是每当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像亲身经历

过一样。” 

弗朗西斯科说：“我不想做一个可耻的旁观者。” 

如她所说，她从来都不是。 

我叫麦哈斯，原来大家都叫我飞鹰。可是我现在老了，没有那么快了。 

我最后一次看见 弗朗西斯科，她围着一条挡风红围巾，在熟练劝说着士兵放行等了很久的普通居

民。她金色的头发在风中飘着，眉头紧锁着，我想她严肃的样子可真可爱。我忍不住从口袋里摸出了

一支烟，直到烟快烧到了手指，我才抛到了地上。 

她一名战地记者，我是一位医生。 

她是在战后来到这里的。 

我可以说见多识广，见过太多的战争，见过太多的暴力死亡，见过血肉模糊，宛如屠宰场般的医

院，见过遍地死尸堆积，可是我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战争从来没有显示出这样邪恶的面目，这些无

名无姓，饱受蹂躏的的尸体像石头泥巴一样那样孤零零地躺着。 

我第一次见到她的他领着一个穿着灰色长袍的年轻男人来到这里，那个男人用只剩骨头的双脚站

着，脸因为恐惧而扭曲变形。她就那么牵着那只不是手的手，默默地站着。 

“小伙子，经过四周的治疗，你就能又变得活蹦乱跳啦。”我拍拍他的肩膀，作出微笑的表情。 

“大家都死了，他们都死了，我也活不下去了。”他看了我一眼，然后耷拉下了头。 

“没关系的，没关系的，上帝会保佑你平安健康。” 

他没有再回应我。 

安置好了病人，弗朗西斯科下午又过来找我。 

那是一个下午，她我坐在我的对面，有一束阳光就打在她的手上，看起来那么温和柔软，宁静安

稳，仿佛世界被重新安排了一样。战争不复存在，这儿那儿的人们都在享受平适的美好。 

我想，我这一辈子都在回忆那个美好的下午。 

“你当真以为那个男人四个星期后会恢复正常？” 

“当然啦，我保证，我们会尽全力治疗的。他只是营养不良。”我颇有自信地答道，在椅子上换

了一个舒服的姿势。 

微小说 吧嗒吧嗒 



“可是这一辈子，他都不会再像其他人一样，他会永远活在恐惧之中，他的眼神不会再

改变，”她严肃地和我说道，“他被家人的尸体下面，弟弟手上的表还在吧嗒吧嗒地响着，

仿佛要掏空死去的人身上的最后一点能量。他就躲在那里，忍受着无边无际的寂寞和折磨，

还有令人窒息的尸臭和嗡嗡作响的苍蝇。这和你、我看到的，经历的一样，可是更多的是不

一样。”她极其郑重地交换了一下双手的位置，微微地用了一下力。 

我看了一眼她的眼睛，那眼神坚定执着，还透着小孩子的纯真。 

“你说他们杀人了以后，会不会想到自己的家人？会不会害怕多年以后，自己被人戳着

脊梁骨骂是个刽子手？我在他们身上看不到一点人性。” 

“我在牢里坐了三年，他们因为我是个医生而网开一面。要求我处理尸体，栽种花草。

我和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士兵交谈过，我们是一个地方的人。他说，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发动

战争，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杀人。他时常与我分享我们那里特有的辣椒沙拉。最辣的辣椒

和番茄剁在一起，他时常被辣得流出眼泪，而我知道，他那是思念家乡。”我直视着她，回

答道。 

“那不能成为宽容他们的理由。他们并没有停止杀戮，还是继续执行命令，那并不是人

性，是冷眼旁观，是懦弱。并且最重要的，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有这种令人唾弃的醒悟。”

她一字一句地看着我说道。 

我们聊了很多。现在想起来，其实很少。 

她说的不错，战争原本就是错误。 

那以后，直到我离开，才见过她一面。她正在劝说士兵放行居民。 

不久前我打开电视，画面上转播着实时的新闻： 

“一位小女孩就那么躺在地上，眼睛睁着，眉头紧紧锁着，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死掉，

她脑袋被开了一枪，身上的白纱裙很干净，像被丢弃的洋娃娃一样。我看着她，我真希望她

能再次醒过来。”她还是那么认真严肃，充满活力，眼神里带着小孩子的坚定和纯真。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一眼认出了她，她变得很少，脸上充满了严肃的皱纹，她去了

加沙地带，和硝烟与战争为伴。 

她叫弗朗西斯科，直到我88岁，我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 

弗朗西斯科，弗朗西斯科，真是个好名字。 

吧嗒吧嗒，吧嗒吧嗒，我还是没有忘记。 

作者：17生科七班 刘敏 



    大学，不知不觉间，开始习惯一些事，开始遗忘一些感觉，开始又一次的蜕变…… 

    曾经哄骗孩子学习的理由是什么呢？好好学习，上了大学，你就轻松了？ 

    所以说，骗小孩的当然都是假话。 

    小孩子不懂事，只沉迷于物质享受，当然要这样哄。 

  可如果孩子们一直认为，上大学是为了玩乐，那还是早些算了吧。 

    真正长大的孩子们，就会开始追求精神享受，当然，还是享受，人活着为的就是享受。 

    这时再想着考上大学就轻松了，是不是很傻很天真了呢？ 

    说实话，大学很忙，并不轻松，但的的确确的是种享受，与所有一切都不同的享受。 

    这里很辛苦，但也很充实。 

    这段经历会改变人的气质、锐化人的心态、增加人的阅历，可以塑造一个人，也可以毁灭一个

人，这个机会很重要，也很来之不易，之前的十二年寒窗可以说，有一半，是为了争取这个机

会。 

    走到这里，更主要是为了提升精神质量，而非物质享受，想要赚钱并不需要跑到大学混日子，

在这里奋力奔跑的孩子并不只为金钱。        

    走到这一步，就会认识到，这个机会实在来之不易，靠着整个家庭的付出和个人的意志，绝不

该无所事事付过去的努力东流，不然，也太亏了。 

    家人也许都会说，别太努力，不要太辛苦。很是温暖，但这句话，彻头彻尾的错误。 

    辛苦的人也许很努力，但努力的人并不都辛苦。 

    努力，到了这里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句口号，而是切实的心态，是为了梦想，为了爱好的不断追

求。努力，所以快乐，努力，所以绝对不辛苦！ 

    说实话，自己一直对那句话有点抵触，知道是关心，但克制不了不悦的感觉。 

    没有精神享受，一切丰裕的物质都是锁链，封闭人的心灵，这会是真正的生不如死，安逸碌

碌，苟活一世。别人以为我辛苦，其实我仍是个享乐主义者。 

     

我的大学 



    也许过来人会说我，到底还是幼子稚语，处处表露着不成熟。 

    然而，生命最宝贵的，就是这一份气血方刚吧！ 

    不成熟，就是此时最大的成熟。 

这是我大学里真正理解了的道理，与学习无关，与环境无关，仅仅是个人走到一个新景点而自然激起的心态变化，这才是

大学带给我最宝贵的礼物。 

    这份心，我要好好珍藏，绝不主动放弃。是不是幼子稚语，与现在的我何干？与他人何干？那是我老了后该想的事情，

当下只应被好好把握，一切的其它都是在浪费此刻的鲜花。 

    我回忆往昔，展望未来，但绝不评价当下。当下只能有当下的心态，而这当下之心就是下最好的心态，我只欲沉溺其

中，感受它的美好。    

    当又长大一点，视野更开阔了，自然会有所知觉，何须放弃观赏风景，思考未知的地点？到了下一站，不就自然明了了

么？ 

    现在的自己，就比从前要明些事理，自然而然就发现过去的可笑之处，可在当时，哪里会发现这些？想的太多，真真是

庸人自扰之。 

    人生路上，每前进一步，视野都会开阔一分，心灵就会清明一度。再回首，就会看出，过往种种，云淡风轻，很多事情

淡了，简单了。 

    曾经的执着也许并不重要，曾经的轻狂其实十分好笑，曾经的骄傲也有微不足道。 

    当我们活在简简单单的人生中，渴望成长时，我们还是稚子，而当我们忽略长大，开始思考人生时，就已经脱离了盲

目，不知不觉间有了独立的思想，真正开始长大。 

    我曾想，当自己开始惧怕长大，怀念过去时，自己就老了， 

    曾担心，开始考虑这些的当时，其实已经不再年轻。 

    但现在感觉，人生哪有永恒，正是不断的前行，四季的变迁，才让生命之途活色生香。 

    现在想来，那时为自觉长大而惴惴不安的自己，其实还是没长大。 

    真正的长大，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人生的过程，自然而然，何不随他。 

     反客为主，自取其扰；客随主便，自在安然。 

    自以为已经不凡，可再大一点，又发现那时的自己仍是庸人。 

    现在又想了想，写这句话时，自己仍是庸人。 

         现在比过去的进步，就是开始享受这份感觉了吧。 

生命，由简至繁，繁又归简。自然之理完全适用于人生，无

他，我们生于自然。 

    不用在意感觉的正误，患得患失会错过真正的美好，跟着感觉

走，如果终将得到真理，犯点错怕什么呢！ 

    哲学家的终极思考，我是谁，我从何而来，我将归于何方。这是



现在比过去的进步，就是开始享受这份感觉了吧。 

生命，由简至繁，繁又归简。自然之理完全适用于人生，无他，我们生于自然。 

    不用在意感觉的正误，患得患失会错过真正的美好，跟着感觉走，如果终将得到真

理，犯点错怕什么呢！ 

     哲学家的终极思考，我是谁，我从何而来，我将归于何方。这是最难的题，也就是

至繁的思考了吧。 

    佛陀却只有一句，有即无，无即有，来处去，去处来，把握当下。 

    大道至简。 

    此二者，皆是至简之语，至深之意。 

   常人说来易，有感而发难。非大彻大悟之人完全无法领会其奥妙。 

    在这里想到了这几句，也算是懂了一点点字面意思了吧？也算是“锦上添花”。 

    也许，当我再长大一些，明白的道理再多一点，就会发现现在的话实在是牛头不对

马嘴，不过，有什么关系呢？对应当下，就够了。 

    当时的感伤是莫名其妙，长大，自己既没有变得庸俗不堪，也没有变得糊里糊涂。    不在意，不

忧虑，活在当下。至少，我是摸到一点真理的皮毛了吧？ 

    因现在的长大而幸福，为此时的生活而快乐，窃以为，人生之乐，再过何如？ 

    从不敢说自己已经比别人高明，只有超过了过去的自我才是真实的，这是我的进步，是我的骄

傲。 

    人与人完全不同又完全相同，一切与他人的比较都是不知所以的。 

    我，既然生只为了自己，就应该只对自己做判断。 

    这一切，是闲暇时随心所欲的杂谈，无所起，莫归期，突如其来的一气呵成，实则是这些天来的

默默积累。 

  大学生活，还没开始正式听过一堂课，但是已经开始改变了我的三观，人

随境变，实在是个神奇的现象。 

    反客为主，自取其扰；客随主便，自在安然。奇妙，实在奇妙。 

    简单之语，常含深意，常人引用易，透彻体会难。 

    这些话自己以前也明白，但现在说来才真正理解，其间变 作者：17级生科七班 孟孜 



我记得焐红薯的炭灰升起的呛人火光 

袅袅的烟伸向天空的方向 

我记得大片油菜花灿烂盛开的景象 

渴望阳光如我们一样 

我记得微风吹过桑树林 

急匆匆的脚步偷走紫色的清香 

我记得遍野生机的白茅 

最后衰老的模样 

 

我记得托腮看着荷花池里 

问祖父它为何茂盛生长 

我记得夏夜树下的乘凉 

飞蛾在灯前舞蹈 还有蝉与青蛙的合唱 

我记得午睡后空气中西瓜的独特味道 

屋外喧闹的少年被呼唤的声响 

我记得麦田里挥动镰刀的身影 

和玉米地里扎人的秸秆有序成行 

致

回

不

去

的

童

年 



我记得田埂上奔跑时 

前面蜻蜓扇动的翅膀 

我记得骑车柏油路上时 

孩童的笑声和车铃声叮叮作响 

我记得雪上的脚印和各种各样的雪人 

嘴角上扬 

我记得除夕夜五彩缤纷的烟花 

还有来回走动的亲人熙熙攘攘 

 

我记得馋嘴的小孩到处拜访 

压岁钱和糖果使口袋显得鼓鼓囊囊 

我记得叛逆期觉得不是爸妈的亲生小孩 

哭着吵着要去流浪 

我记得被撕坏了的作业本里面有粗心大意解错的题目  

而电视机的后盖发烫 

我记得因为犯错而被爸爸罚站 

一边哭啼啼一边偷偷踮起脚尖左右摇晃 

 

我记得你目光如炬地跟我说过 

你最向往的是诗和远方 

 

作者：16生科二班  张晓娜 



文艺窥 
电影小推荐—《天使爱美丽》 

临近期末考，小仙女们是不是压力陡增呀！

被各种复习支配的焦头烂额的我们，不妨集

中抽出一大部分时间看一部乐观向上的电影

吧！ 



 
我 们那么 努力地 面对、

战斗、微笑 

只是为了生活 

不把我们染成蓝色 

我们从一开始就打算好

了无穷无尽的等待 

直到那个我们爱的人出

现 

 我想和您一起生活 

在某个小镇 

共享无边的黄昏 

和连绵不断的钟声 

         ——引言 



影片中艾米丽的

童年并不幸福，

但她对这个世界

永远充满好奇和

善意，对爱人和

朋友又不失狡黠

顽皮。总是微微

勾起嘴角，带着

点精灵气质的奥

黛丽·塔图完美诠释了这个角色，法国

导演让-皮埃尔·热内用自己最擅长的奇

幻风格打造了一个梦幻甜蜜的电影世

界，每一帧画面都似乎是带着浓郁法国

气息的浪漫明信片。观看《天使爱美

丽》都会感到每个毛孔都在洋溢着幸

福，不管现实的生活有多少压力有多么

艰辛，艾米丽总在提醒每一个女生要保

护好心中那个纯真调皮的异想少女。 

影片简介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5%A5%E9%BB%9B%E4%B8%BD%C2%B7%E5%A1%94%E5%9B%B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5%A5%E9%BB%9B%E4%B8%BD%C2%B7%E5%A1%94%E5%9B%B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E%A9-%E7%9A%AE%E5%9F%83%E5%B0%94%C2%B7%E7%83%AD%E5%86%85


  后来艾米丽遇见了男主角，尼诺，对他印象深刻，充满

兴趣。尼诺小时候也是常常被同伴欺负，现在则喜欢收

藏奇特的笑声，喜欢收藏崭新湿软的水泥路上的脚印痕

迹，喜 欢 收 藏 自 助 拍 照 间 里 废 弃 撕 碎 证 件 照 片 

之后艾米丽就主导了一些很好玩很鬼马的爱情历险 

  勇敢可爱的艾米莉在遇到爱情的时候可是与之前大不相

同！有一位神秘的人物一直在鼓励着她哟！赶快打开电

影一览艾米莉的风采吧。 

  最后的最后，给大家留一个小悬念哦！！！在世界各地

旅行的圣诞老公公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艾米莉和他父亲

紧张的关系最终化解了吗？ 



有时候 

令我们感动的或许不是电影中的故事 

而是其中的某个人物 

像极了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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