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具盒里的争吵
南京市力学小学三（1）班 孙逸潇

在周末的夜晚，小主人玲玲洗完澡
之后，她爬到床上，慢慢睡着了。皎洁的
月光正照在窗前，那轻柔的微风吹动着
树叶，蟋蟀在草丛欢快地歌唱。

不久，文具盒里就热闹起来了。
铅笔先跳出来，竖着大拇指，得意

地说：“小主人是靠我考了一百分，所以
我作用最大。”铅笔说着把大拇指在所
有的文具面前晃来晃去。

这时，刨笔刀又跳出来，拍着胸脯，
反驳道：“那么小主人的笔秃了，是谁帮
了小主人呢？”铅笔一听，挠了挠头，羞愧
地说：“这个……”刨笔刀正得意。突然橡
皮又说着：“光靠你有什么用？上次小主
人把7写成了1，那是谁帮了小主人改
错？”刨笔刀一听，也开始羞愧起来了。

“那连线呢？”小尺也不甘示弱，“没
了我，小主人怎么画出一条完美的直
线？”“对对……我怎……怎么忘……记
你……你呢？”橡皮羞愧地说。“呵呵呵呵
……”小尺得意极了。“你有什么可得意
的？”圆规生气地说，“考试时要求画圆，
是谁帮了小主人！”“你……你呀！”小尺
结巴地说，圆规一听，怒气消了一大半。

红笔它左手叉着腰，右手指着所有
文具，骄傲地说：“如果小主人要订正、
做笔记，你们谁也没我适合。我的颜色
更醒目。”所有文具一下不出声了。

“好了，你们别吵了。”文具盒说道，
“如果没了我，你们就会飘散在每个角
落，小主人的文具会弄丢的。你们每天
躺在我的怀里，你们的作用都很大。”

所有文具听了，似乎明白了什么：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不足。

现在，文具们不再争吵。月光变得
更加明亮，微风也变得更加轻柔，蟋蟀
也已经停止歌唱，玲玲还在做着甜美的
梦。啊，这个夜晚变得更加安静了。

指导老师：陈小燕

全家总动员
南通开发区实验小学新河校区

五（12）班 楚雅楠

一支支画笔凌乱地摆在桌上，一张
张稿纸堆在一旁，调色盘里五颜六色的
颜料跃跃欲试，仿佛要大干一场。我们
全家头挨着头，一股脑地挤在书桌旁，
忙得不亦乐乎。哦！原来是爸爸公司首
届安全标语漫画征集活动开始了，我和
妈妈也参与，帮爸爸出谋划策。

一辆叉车在我的画笔下缓缓驶来
……它有着强壮的臂膀，能抬起几吨的
货物，但是它也是有一定承载量的哦！
它又有着宽厚的轮胎，支撑它庞大的身
躯，但是一米内的盲区，又是其他工作
人员的灾区。所以我在叉车的行驶区域
内画上了黄色警戒线，又让不甘压迫的
轮胎抖动起来，这样，一辆危险作业的
叉车雏形便跃然纸上。

妈妈把叉车涂成了既鲜艳又刺眼
的红色，这种代表火焰和力量的红色，
时刻提醒着人们“安全生产，警钟长
鸣”！叉车是爸爸每天必需使用的工具，
每次驾驶都要小心翼翼，最重要的是叉
车万万不能无证驾驶。于是妈妈便用安
全的绿色，画上了一个叉车驾驶证。愿
天下所有的爸爸妈妈都“高高兴兴上
班，平平安安回家”。

爸爸让叉车驶进了一座工厂。那是
一座被爸爸用灰色、黑色、紫色、棕色涂
抹过的工厂，是一个乌烟瘴气的工厂，
天空好像挤满了乌云，看不见一点蓝
色。“人类不应该以破坏生态环境来换
取现有的财富，”爸爸一边挥舞着画笔，
一边说“拯救家园，刻不容缓”！

不知不觉中画完了六幅画，我却没
有丝毫胜利的喜悦。小到工厂的犄角旮

旯，大到全球的生态环境，透过各种安
全隐患，我仿佛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灾
难。虽然我明白，这些安全漫画，是我们
一家以反讽的手法来制作的，是用来提
醒人们要遵循操作流程，提醒他们“安
全生产，预防为主”。但是，当画面上一
项项违规操作的场景在我的眼前铺陈
开来，我看到了生命是如此的脆弱，我
的心莫名痛起来……

指导老师：陈秀芳

梅花
南京市小营小学六（4）班 姜美彤

外婆家的小院里，种着一棵“与世
无争”的梅花。

春季末了，院里的花竞相开放，个
个争奇斗艳、相互攀比，都好像在说：

“你看我！天生丽质！不都像你成天把妆
化那么浓！”“就凭你，也能与我相
比？”……如果它们真能说话，那岂不闹
翻天？这时，我看见了梅花，安静地站在
那儿，正静静地开放自己的花朵，静静
地开放着……

夏季正盛，院子里的花开得更旺
了，它们个个昂首挺胸，让自己显得更
加高贵，根本不把别的花放在眼里，更
别提梅花了。梅花也不理会外界的纷
争，好像凡事都与她无关，只是静静地
结果，静静地休眠。我也静静地望着她，
心想：快了，梅花的美，也该展现了。

秋季临近，院子里的花都没了昔日
的风采。一旁的梅花却旺盛生长。远看，
像几片一尘不染的雪花，洁白耀眼；近
看，却是白中带红，带着一股清香。那香
虽不胜茉莉浓，但也不比桂花差，闻到
梅花香，就好似赏到四季里的美。梅花
的头还没抬起来，因为她在等，她在等
待着风雪的挑战。

冬季袭来，挑战也来了。北风呼呼，
吹得花儿低下了头；大雪飘飘，吓得花
儿躲进温室；风雪交加，令花儿们“叫苦
不迭”。可梅花毫不畏惧，她在风雪中独
自开放。风愈吹愈烈，梅花却愈开愈旺。
在这风雪中，梅花变得更加迷人、更加
美丽了，她仰起头，好像自己才是这场

“战斗”中的胜利者！
外婆院里种着许多花，最惹人喜爱

就是梅花，不是因为她开得有多妩媚、
艳丽，而是因为她的坚韧不拔、不向困
难低头和一身高洁的高尚品质！

中学生作文

总有一种滋味属于你
北外附属苏州湾外国语学校

七（3）班 杨景文

袅袅炊烟处，缓缓故人归。
家中总有一种滋味属于你。往往是

奔波了一整日，早已筋疲力尽，饥肠辘
辘，只愿来一个肉体与心灵的休息。推开
家门，总有一种滋味属于你。归家那一刻，
便任凭那香气往鼻尖里钻，顺着咽喉，直
达胃部，身子不禁轻快了许多，心情也就
轻快了许多。厨房传来外婆满是关怀的问
候，一日的烦躁，便叫那满足夺了去。

只是菜再好吃，在我心中，默默地
也要评上个三六九等。众多家常菜中，
最令我昼思夜想的，是那一盆并不金贵
的掌中宝。是不金贵啊！超市里买来的
肉，再备些个青豆，原料便齐了。浇上
油，一股脑全部倒入锅中，加入些许调
料，翻炒片刻，便可起菜了。

夹上一小块肉，连着它那金黄的色
泽一并入口，只觉得香气浸润在舌尖，
冲击着心灵。轻咬一口，肥瘦分明。肥肉
油而不腻，香气四溢；瘦肉鲜嫩可口，精
华所在；就连那脆骨也同样富有口感，
口味鲜美。一小块肉，居然吃出了万千
种美食之精华，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乃
是一场令人心满意足的味觉盛宴。若吃
多了实在觉得油，夹一筷青豆，于口中
一嚼，任凭那清香在整个口腔蔓延开

来，便真的是莫大的满足。若再配上那
粒粒闪着油光的白米饭，好不快活，好
不惬意！同桌一不留神，盘中便被我风
卷残云，所剩无几了。若再不动筷，必然
与那美味失之交臂了。

而这等美味佳肴，同样是亲情所浇
灌出来的。记得那次，回家的路遭遇了
交通堵塞，我拖着疲惫的身体，饥饿的
胃，沉重的心，到家实在是太晚了，原本
以为家中定是空荡荡的。谁知，推开门，
一股香气扑鼻迎来，外婆正笑盈盈地坐
在餐桌前等待。见我回来了，急忙起身
迎我，开心地把我拉到餐桌前。菜，还冒
着热气，更带着暖意。我再也顾不上别
的，狼吞虎咽起来。

“天天，今天的菜，合你胃口吗？”
耳边传来外婆不太标准的普通话亲切
入耳。鼻头一酸，两行泪，滚进了那盆暖
暖的掌中宝，我早已开不了口。

一次又一次，我便是那掌中宝，亲
人的掌中宝。一次又一次，他们把我捧
起，视我为珍宝。却往往只有脱了襁褓，
方才懂得那一缕朴素却深切的亲情。

浅尝时，情亦深。

最本能的善良
南京市金陵中学高三（3）班 裴子萱

街头的露天咖啡馆，我慵懒地半倚
在靠椅上，搅动着冒热气的咖啡，目光
涣散地望着眼前熙熙攘攘穿行的人潮。

墙角破损的石凳上，坐着一个男
孩。也许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好奇感，我
的目光一下穿过重重人影，落到了他正
在拼命修补着什么的双手上。一团轮廓
已经模糊不清的东西在男孩手上翻来
覆去，我眯了眯眼睛，重新调整了一下
坐姿才看清，那是一只残缺不堪的拖
鞋。男孩最后不甘地拨弄了几下，便无
力地垂下了双手。

可忽然，男孩的目光被什么吸引住
了。那双被灰霾蒙住的眼睛中划过一道
亮光，瞳仁似乎因为惊讶而微微扩张，
我随着他的目光看过去，是一双崭新的
黑皮鞋。那双穿着崭新鞋子的双脚在长
椅上晃动着，男孩的目光也随着鞋子主
人不停擦拭鞋面的动作起起伏伏，眼中
的惊讶逐渐被一种巨大的羡慕所占据。

刺耳的铃声划破喧闹的空气，我侧
脸望去，人潮涌向一列岿然不动的火
车。拥挤之中，一只鞋子滚落到了地上。
逆着人流的空隙间，我看到了那个刚才
一直在擦鞋子的男孩的脸，但很快被人
潮湮没了。

坐着的男孩也注意到了那只孤单
地、静静躺在地上的鞋。他慢慢走过去
捡起那只鞋，捧在手上细细打量着，仿
佛一只蜷曲在墙角的饥饿的小动物面
对未知的美味，带着小心翼翼的试探与
好奇。紧接着，他脸上的神情被一种庄
重和无比的认真所替代。我一下倦意全
无，放下手中的杯子站起身，越发想知
道后面发生的事情。

突然间，捧着鞋子的男孩开始毫无
预兆地狂奔起来，就在火车轮缓缓滚动
的瞬间，他抿了抿嘴，微微摇了摇头，拧
在额上的眉头一下舒展开来，然后没有
一点的犹豫，甚至目光都没有多停留在
那锃亮的皮鞋上一会儿，毅然光着脚向
火车追去。丢鞋的男孩也从车门口探出
半个身子，伸出一只手极力去够那只在
空气中晃动的鞋子。眼看火车离奔跑的
男孩渐渐远去，男孩努力稳住杂乱的气
息，拼尽全力把鞋子向前一扔。鞋子在
空中划过一道完美的弧线，擦过车窗落
在了地上，被火车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车上的男孩抬起头，看了光脚站在
原地懊恼不已的男孩一眼，下一秒，也
没有丝毫的犹豫，抬起穿着鞋的脚，利
索地脱下鞋子，随后往车外一扔，鞋子
翻滚了几下，落在了地上。

还站在原地的男孩走上前捧起那
只从火车上丢下来的鞋，抬起头，看到
从车门里伸出的一只拼命挥动的手，和

一张笑脸，也高举手臂朝着渐渐远去的
火车用力地挥动，像是跟玩了很久的朋
友告别，眼中噙满了笑意。

火车远去了，我仍一动不动地站在
原地，觉得身体被一股强大的震撼所冲
击着。我觉得很奇怪，物归原主，成全别
人，其实本来不都是内心最本能的一种
善良吗？为什么却会让我的内心如此的
触动？当我们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或
许也会像他们一样不假思索地做出这
样的决定——不关乎利益与别人的目
光，只是单纯地想要成全别人的美好，
表达内心的善意。但长大后，这种最直
接的想法却逐渐被我们淡忘了。所以当
孩子善意的举动在不经意间出现在我
们面前时，才会在我们心中显得那样高
尚。这难道是进入成人世界的法则吗？

在利益与道德原则之间，要让我们
的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小孩，面对需要我
们帮助的人们的时候，抛开来自一己之
心杂念，让他站出来，才可以一直有勇
气坚持最本能的善良。

念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一（7）班 吴双

晚上九点，南京南站。
人来人往，一如他们来时那样。
两个月前，他们从那里走来，如今，

我又目送他们消失在那里。
这两个月，我们见了几次？屈指可

数吧。我们有效交流时间还不足以前的
两周吧。即使初三，我也每晚同他们一
起吃饭，趁洗漱聊几句，周末陪他们散
散步，可如今不住在一起，他们就像在
老家一样与我的生活鲜有交集。他们守
着个屋子，过着简单孤单的生活，只有
我周末的造访使他们忙碌，拖一拖地
板，备几样好菜，见缝插针与我说几句
话，小心翼翼问我有没有空跟他们遛
弯，然后又归于平静。而我不过施舍了
两个上午陪他们走走，却发现他们衰老
的速度比我长大得快得多。

曾几何时，他们的手是那样宽大，
温暖地攥着我的小手；他们的身体是那
样的强壮，带我爬山，教我游泳，将我扛
在肩头。可现在，却是我握着他们粗糙
的手，挽着他们慢慢地走，看着他们一
日日矮下去，倚在我的肩头……

曾几何时，我们朝夕相处，去把木
桥踏得咚咚响，去跨过冬天干涸河床上
的大石头，去小河里捕鱼，去树下找种
子，去堆雪人，去图书馆，被姥爷变出的
糖逗笑，听姥姥讲那些年的故事，一遍又
一遍，不厌其烦。而现在只有我围着作业
转，他们围着我的背影转。他们化作干净
整齐的衣服，美味可口的饭菜，温度适中
的白开水，去皮切块的水果渗透着我，我
却无以为报。他们有限的话语只够说“早
点睡”、“多喝水”“劳逸结合”、“路上注
意安全”，而我也只会说“嗯”。

有一个词叫outgrow，意思是“长
大成熟而不再……”。长大的过程中总是
伴随着失去不是吗？我明明都懂可为什
么还是这么难受呢？罗振宇说过，成长的
过程就是不断地自我击碎与自我重建的
过程。重建过的我的确比前一个更坚强
了，却再也无法成为原来那个我了。

明明每年都会经历，为什么到现在
还不习惯？可能是今年格外不同吧。疫
情使我更加看重身边的人，而高中偏偏
剥夺了我珍惜家人的机会。新年就能再
见了，我安慰自己，可听上去还有好久
啊，我想。回到那个冰冷的房子，他们屋
的灯还亮着。

过于整齐。没有太多他们的痕迹。
可能以后，连

回来这个家都没有
借口了吧。

春节，我还能
回去那个家吗？那
个姥姥姥爷在的
家。
指导老师：张志强

小学生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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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0001104583）不慎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副本，声明
作废。
江苏省三辰影库阅览馆有
限 公 司 （ 注 册 号
3200002102236）不慎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副本，声明
作废。
江苏南大苏富特教育信息
技 术 有 限 公 司（注 册 号
3200001104630）不慎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副本，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南京华赛物流有
限公司于2015年成立于浦
口区桥林街道，一直以来正
常经营。为了壮大企业的
发展，业务的需要。于2019
年底将办公场所搬至河南
省郑州市，搬家是委托搬家
公司办理的，搬家公司由于
疏忽将本公司的几箱账本
账簿以及相关合同文件和
原始记账凭证全部弄丢失
了。经过这一年的追寻和
访问了解，一直都没有找到
我们公司丢失的东西。所
以特登报申明本公司2015
年至 2019 年的账本账簿，
原记账凭证遗失。遗失登
报单位：南京华赛物流有限
公司 2020 年 11 月 24 日
联系人：翟斌 联系电话：
13901732468
遗失南京市玄武区晓纲珺
电子经营部原公章一枚，声
明作废。
遗失陶民锐出生医学证明，
原 出 生 证 编 号
R320439850，声明作废。
遗失陶民敏出生医学证明，
原 出 生 证 编 号
R320439849，声明作废。
遗失南京自行车零件三厂
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南京项捷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法人章（项羽婷）一
枚，声明作废
声明：江苏千博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因不慎遗失法人章
一枚，声明作废
蔡伟光遗失军官证，证号：
军字第 0947523 号，声明作
废。
遗失：南京康佑大药房空港
分店公章，声明作废。

58683888
QQ:2681273318

新街口管家桥63号院内一楼

便民服务受理点：

户部街33号天之都大厦2922室
电话：84463289

新街口华侨路华夏大厦1008室
电话：15951803813
中山门大街699号马群花园城
电话：13813874450

六合区电话：13770889941
高淳区电话：18851706055
江宁区电话：18913398444
溧水区电话：177152556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