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间十分钟
江苏省启东实验小学六（13）班 高宇璋

“当当当……”清脆的下课铃一响，
同学们都像脱缰的野马冲出教室。

瞧，第一个冲出教室的就是调皮鬼
茅天语了。他一出教室门就勾着小黄的
肩说：“来来来，小黄，我们玩劈叉的石
头剪刀布吧！”还没等小黄同意，小茅就
已经摆开了架势。

一开始，小茅很占上风，而小黄则
不停被击败，只恨腿太短。小茅这下可
得意了，扭扭屁股动动腰，嘴里还哼起
了小曲，尾巴都快翘上天了。小黄咬紧
牙关双手握成拳头，眼里满是不服。这
一局很关键，如果小黄胜了，那就能翻
盘了。小黄无比紧张，他的额头上沁出
了汗珠。小茅倒是满不在乎，半倚在护
栏上，悠闲地抬起一只脚，一副胜券在
握的样子。比赛很快进入了白热化，气
氛一下子变得非常紧张。小黄脸上的神
情愈发严肃起来，小茅也收起了吊儿郎
当的表情，全力以赴起来。只见小黄咬
紧牙关，眼睛微微眯起，双手握成拳头，
仿佛一只随时准备捕猎的猎豹！“石头
剪刀布！”小黄赢了！只见小黄拍手跺
脚，笑得见牙不见眼，脸上的肉堆成了
一团：“哈哈哈，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
谁！你今天栽在我黄大侠手中也不丢
脸！”人群中爆发出欢呼声，这下可换
小茅傻了，呆在那，眼睛瞪得像铜铃，
嘴巴张得都能吞下一头大象了。他不
相信地摇了摇头，可事到如今也只好
硬着头皮上了。小黄在一旁笑得可开
心了，跺着自己的脚，指着小茅道：“哈
哈，不行了吧！”“哎哟，疼死我了！”在小
茅杀猪般的惨叫中小黄手舞足蹈地宣
布自己赢了。

上课铃响了，短暂的课间结束了，
大家陆续走进教室期待着下一个课间
快点到来。

指导老师：薛敏婕

藏在西瓜中的爱
南京市雨花台区实验小学

四（7）班 周皙茗

我的妈妈对我很严厉，从来都不会
亲昵地叫我宝贝。这让我感觉我好像不
是妈妈亲生的，感觉妈妈一点也不爱
我。

记得那天，骄阳似火，我热得浑身
直冒汗，嗓子感觉像冒烟一样，难受极
了。这时我想起放在冰箱里那又沙又甜
的大西瓜，我赶紧从冰箱里拿出西瓜，
我正要大口咬的时候，猛地传来妈妈的
呵斥声：“先放下西瓜，过一会再来吃。”
我惊呆了：妈妈今天是怎么了？连一块
西瓜都不让我吃，看来妈妈一点都不爱
我，我肯定不是妈妈亲生的。我越想越
生气，跑到卧室生闷气去了。

过了一会，妈妈走了进来，说：“茗
茗，快去吃西瓜吧。”我想起刚才妈妈的
态度，就生气地喊道：“算了，算了，我不
吃了。”说完我再也不理妈妈了。妈妈走
过来摸着我的头说：“小气鬼，你真的不
吃了，我可把那又沙又甜的大西瓜放在
桌子上了，你要吃就自己去拿哦。”说完
妈妈就走出了房间。

我待在房间里，干什么也没有劲
头，老想着客厅里那又沙又甜的大西
瓜，想想吃一口那感觉是多么美啊！

“哼，反正西瓜放桌子上了，不吃白不
吃。”想到这儿，我悄悄地来到客厅，啊！
那诱人美味的大西瓜，被妈妈切成小块
放在桌子上，正在等着我来品尝呢。

我像只小兔子一样飞奔过去，一把
抓起一块，猛咬一口，“嗯，味道美极
了！”我一连咬了好几口，那叫一个爽，

“咦？”我忽然发现今天的西瓜好像没有
籽哎，我好生奇怪，停下来细细一看，原
来是妈妈把西瓜籽都给我一颗颗抠掉
了，在盘子旁边还放着一张纸条：“茗
茗，还在生妈妈的气吗？不是妈妈不让
你吃，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食物要等一
会才能吃，要不然会伤胃的。”我想起以
前，我总是习惯从冰箱里拿出东西就
吃，妈妈一次又一次的告诉我：“不能
吃，不能吃。”可我就是不以为然。

原来妈妈不是不爱我，妈妈这一切
都是为我好。我轻轻地咬了一小口西
瓜，凉凉的，甜甜的，爱的味道渐渐流入
我的心田。

日出即景
南京市天妃宫小学五（6）班 丁刘想

黑马河的日出最美丽！
这时，太阳还没升起，繁星点点，微

光闪闪的湖面与整片星河遥相辉映，偶
尔有几只早起的小鸟划过夜空。黎明前
是那样的静谧！

不知过了多久，在朦胧的夜色中，
天边似乎有了点颜色。是太阳要出来了
吗？仔细一看，远处的飞鸟下方，隐隐约
约有了一丝刺眼的白色。这美丽的色彩
出自哪位厉害的画家呢？是大自然吧！只
有她，才能调出这样迷人的鱼肚色啊！

过了一会儿，周围亮了。看！繁星消
失了，天边出现了一抹橙色亮光，那亮光
慢慢晕染开来。渐渐地，太阳有些迫不及
待了。她偷偷地露出了小半个脑袋，用那
稚嫩的红晕为波光粼粼的湖面铺上了
一条金色大道，随着微波晃晃悠悠，她是
想邀谁共舞呢？这时候，直视太阳，那光
啊，一定是红红的，亮亮的，虽然不足以
照亮一切，却已经让我感到了温暖。

不经意间，太阳拽着天边那无形无
色的缆绳，一使劲，又往上爬了点儿。
啊！阳光更刺眼了，太阳的半张肥脸出
现在眼前。天边的云彩飘过来，被太阳的
余光偷偷一瞥，瞬间羞红了脸。太阳一
看，似乎乐了，还想逗一逗云彩。于是，又
用力往上爬了爬。这一爬不得了，太阳的
屁股尖尖都从海面上出来了。云彩见状，
高兴地在空中打了个滚儿，惊喜地发现
自己的衣裙被镶上了一道金边。

大约一小时后，太阳完全跳出湖
面，升到了空中，天空彻底明亮了。太阳
散发出夺目的光彩，照亮了大地。我的
眼前浮现出另一派景象，树木生长，鸟
儿飞翔……原来，哺育万物的太阳升起
时，是那样的壮观啊！

黑马河的日出真是名不虚传！

父爱无言
苏州市吴中区宝带实验小学

五(6)班 张雨轩

耳边响起《父亲》优美的旋律，我又
想起了出差在外的爸爸。我的爸爸是一
位普通的中年男人，他不善言辞，也没
有大把的时间陪伴我成长，但我知道，
他的爱一直都在我的身边。

我的爸爸是一名销售经理，他经常
出差，在家的时间少得可怜。小时候，我
总听邻居们说谁家又生了一个儿子，全
家人都开心得不得了，他家的爸爸每天
都把儿子捧在手掌心里。很多时候我都
在想，是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女孩子，爸
爸才不喜欢我，不陪我的？这样的想法
伴随着我直到4岁那年，在我即将进入
幼儿园的前一天，爸爸风尘仆仆地从外
地赶回来。妈妈抱怨他不该开夜车赶回
来，夜里开车太危险了。可是爸爸抱着
我温柔地说：“我的小公主第一次迈入
校园，我可不能错过这么重要的时刻！”
随后爸爸从行李箱中拿出一本厚厚的
《成长档案》，说这是送给我的上学礼
物。我翻开那厚厚的档案，第一页上是
我刚出生时的照片，爸爸在旁边写着：

“美丽的女儿，欢迎你的到来！谢谢你来
到我的身边，愿你在阳光下幸福地成
长，爸爸会永远守护在你的身旁！”第二
页上是爸爸抱着我开心转圈的样子，第
三页是爸爸带着我慢慢学习走路的样
子……最后一页上是爸爸妈妈带着我
一起拍的全家福，爸爸在照片旁写着：

“亲爱的女儿，你永远都是爸爸心目中最
漂亮、最完美的小公主！”爸爸说这是他
花了几个星期才制作好的礼物，一定要
在我上幼儿园前送给我，让我带着他的
爱迈进幼儿园的大门！原来我成长的每
一个瞬间他都在关注！我情不自禁地抱
着爸爸的脖子，感受着他怀抱的温暖，我
现在终于确定：爸爸是爱我的，这份爱
并不因为我是女孩子而减少一分一毫。

还有一次，妈妈因为公司的临时外
派需要出差一个星期，正好爸爸休年假
在家，他信誓旦旦地和妈妈保证一定会
好好照顾我。不料妈妈刚走第一天，我
就感冒发烧了。爸爸焦急地带我去医院
挂号、看医生，当医生告诉他这几天要注
意哪些事情和饮食问题的时候，一向大
大咧咧的爸爸居然从包里拿出了随身
携带的笔记本一本正经地记录着。他的
这个举动逗乐了在场的医生和护士，爸
爸却认真地说：“我平时没有照顾过孩
子，我对她的生活好像也不怎么了解，现
在孩子生病了，我可不能大意啊！”我看
着楼上楼下来回奔波的爸爸，突然鼻子
就酸酸的。虽然爸爸平时很忙碌，虽然他
不会把关心挂在脸上，把爱挂在嘴边，但
是他的爱一直都在我的周围。

爸爸的爱是沉默的，因为他不懂得
如何去表达，也因为工作需要他不能时
刻陪伴在我左右，但他的爱会一直陪伴
着我成长，我的身后永远会有他关爱的
目光。

中学生作文

安静下来
南京市金陵汇文学校初一（3）班 陆野

托腮坐在书桌前，我心烦意乱。施
工的钻地声不绝于耳，可恶的轰鸣声连
续不断地袭来，丝毫不给人喘息的机
会。楼上不知谁在弹奏《土耳其进行
曲》，句句出错，像是《土耳其逃亡曲》。
已经思索了二十分钟毫无头绪，我咬牙
切齿地捶桌子：“这么吵，写什么《安静
下来》？”

“快点快点！跟外婆讲好十一点半
到的！每次都这么慢……”门口传来妈
妈不绝于耳的催促。“不写了！”我气急
败坏，一把抓起桌上的笔“噼里啪啦”地
胡乱塞进笔盒，飞速换好鞋冲下楼。

到了外婆家，狼吞虎咽地吃完饭，
总算有一小段休息时间。外婆去菜市
场，我便跟着她一起出去转转放松一
下。

路上只有我们俩。午后的阳光明亮
通透，透过树叶在路面上投下一个个小
圆圈，是辉煌的，也是寂静无声的。我踏
着一整路的斑斑驳驳，像走过了心中明
明灭灭的悲喜，心底生出温柔的水草
来，此前的种种嘈杂烦躁销声匿迹。此
时此刻，喧闹是与我完全完全无关的。

旁边一家院子中的狗，已经很老很
老了。它恹恹地趴在院中一片阳光里，
见人也不叫，只是平静地微眯着忧郁的
眼睛。

老小区有种骨子里的平静和闲适，
源源不断地散发着它极强的魅力，使我
不得不沉浸其中，耐着性子，弯下腰，拜
访每一处微小的美好。水泥砌的台阶，
许多已没有了棱角，断处和缝隙中，挤
挤挨挨地涌出茸茸的绿意。是青苔，嫩
绿的，柔软的，又是毛茸茸的。

连杂草也稀奇。我蹲下来，只能听
见自己的呼吸。绿油油的小家伙们沐浴
在阳光里，我原先真不知道，杂草有这
么多形态各异又神奇万分的种类——

有的草只在顶端有两片叶子，并且弯下
腰来，袅娜地蜷曲着，像被施了魔法的
豆芽；有的草叶子极小极小，每一条茎
上密布了许多，每一株又是许多条茎簇
拥在一起，好不热闹；有的叶片对称而
规整，层层叠叠，若有了花的颜色，定和
那姹紫嫣红媲美……

我的心一直接连不断的赞叹着，有
声的夸赞，此时是多余的。安静下来，我
澄澈了身心，于是各种平时忽视的美丽
将我填满。

喧闹的缝隙里是安静。许多美妙隐
匿在安静的犄角旮旯里，很不容易发
现。所以你得用心看哦。安静下来，然
后，你会发现——生活啊，真是溢满了
不尽的美好呢。

希望
海安市紫石中学紫石花文学社 李语欣

“无论什么时候都要看向前方，满
怀希望就会所向披靡。”

终于挨到星期五下午了，彼时，我
心里异常的烦躁，老师讲的内容我几乎
一点没听进去，就盼着能够早点放学，
要知道，2个月之前的此时此刻，我已经
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看央视儿童节目了。

“难道初中的放学铃声，就该是这
样难等吗？！不会电子钟出问题了吧？”

“15，16，17……15，16，17……”盯
着墙上的电子钟，我一遍接着一遍地默
念着。不行！还是感觉好烦！我脑子里仿
佛有个和尚一直在念经，嗡嗡嗡地叫着。

无意之间，我转头看向窗外。一瞬
间，我愣住了，被那美丽的风景吸住了
魂儿。

窗外，天空湛蓝湛蓝的。在那高到
不知多高的空中，飘着几朵跟棉花糖似
的白色的云朵，有的高，有的低；有的
深，有的浅；有的大，有的小。低压在大
地上。远处的云仿佛竖立着。抬头一看，
宛如它就轻盈盈地飘在你的头顶，但再
伸手去抓它，只能找到一团空气罢了。

终于等到下课了，初中就是不一
样，一改小学放学时由导护老师领队的
排队秩序，改由班长整队，手举班旗，两
列纵队，向校门口进发。

就在我怀着兴奋的心情，迎接着进
入初中的第一个周末时，我又一次瞥见
刚才还湛蓝的天空，一下子染上了一片
火红，夕阳西下，云朵的边缘镶上了金
边。那整片天都染成了红色。原本白花花
的云朵也成了一团团火焰在飘来飘去。

一边走，一边想着眼前的情景，好
像在哪儿见过，突然想到我曾经在萧红
写的《火烧云》中见到。

“大家看！火烧云！！”
是的，正是火烧云！想不到在我烦

闷的时候，我却看到了那只有在影像中
才能够看到的景象。莫不是上帝在我还
不能完全进入新环境后赐予我最好的
一份礼物，第一次知道有这样的风景，
实在是太美了！

我急急地回到家，就赶快地拿出相
机，记录下这美丽的景色，再疾步走到
书房，翻开萧红描写“火烧云”的那段文
字，我重新领悟到那火烧云的“景语”，
原来“火烧云”的出现意味着希望的出
现，快乐的升腾。

看着看着，进入初中才一个星期的
所有烦躁一下子全消失了。

“妈妈，你看！”我拉着妈妈看着渐
渐西沉的火烧云，不禁露出了灿烂的笑
容。“爸爸！你也来看，我刚才看见外面的
云变成红色的了。”

“ 是 的 ，真 好
看，我想下一周的
火烧云一定比今天
更好看。”听着爸爸
的话，我坚定地点
了点头，朝书房走
去……
指导老师：崔益林

小学生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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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知 南京塑料制品厂有限
公司 2021 年 1 月 15 日 10 时
召开职工大会。请准时参
加相互转告，未参加者作弃
权 。 联 系 人 ： 王
（17749513020）；地址：浦口
区高丽村 115 号（乘 604 路
到高丽东站下车向前 100
米）（声明：2020 年 12 月 24
日-26 日通知丢失“有限公
司”故作废）
减资公告：根据 2021年 1月
4 日股东决定，南京荣凯商
务服务有限公司拟将注册
资本 3000 万美元减至 1600
万美元，现予以公告，债权
人可自公告日起 45 日内要
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
担保。南京荣凯商务服务
有限公司 2021年1月5日
公告本单位由于撤离本市
从未在南京承接工程，企业
决定退出南京建筑市场，拟
申请全额退还民工工资保
障金。根据有关规定，本公
司民工工资债权人在公告
刊登之日起十五天内清算
债务。否则，本公司视为清
算结束。特此公告。江苏
常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公告 苏州可恩索纸管有限
公司经董事会决议提前终
止，于2020年9月1日起开
始清算并于12月24日完成
债权、债务和资产的清理工
作。特此公告。苏州可恩
索纸管有限公司清算组 二
零二壹年壹月伍日
金宁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
司减资公告 根据20201218
日股东会决议，金宁文化旅
游股份有限公司拟将注册
资 本 从 10000 万 元 减 至
2000万元，现予以公告。债
权人可自公告之日起45日
内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
提供担保。2020105

遗失南京银鑫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 注 册 号 ：
320105000238287）、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组织机构
代码证正、副本、公章、财务
章、法人签名章，寻回后不
再使用，声明作废。
遗失崔晨江苏工程职业技
术学院毕业证，证书编号:
109581201706002088，声
明作废。
南京外化化工有限公司，法
人杨长松，公司公章遗失一
枚，寻回后不再使用，声明
作废
杨鹏飞遗失第二代身份证,
号 码:
321324199709070211, 声
明作废。
遗失徐克力 残疾军人证 编
号，A000420 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