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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园的早晨
南京市力学小学五（6）班 舒泓清

有人说，力学园的早晨和月夜，各
有各的美；而我，还是最喜欢力学园早
晨的动静之美。

清晨，太阳徐徐升起，一张红彤彤
的脸，像是夜里喝了酒。一片片金黄洒
在江面上，映照在天空中，也静静照耀
着安静的力学园。

在教学楼顶上，散了“酒气”的太阳
发出耀眼的光芒。宁静的力学园中到
处是鸟儿动听的鸣叫。此时的力学园，
像是飘荡着一首婉转的鸟鸣交响曲，热
闹起来了。

去上学的孩子们早早地起来了，准
备回到相别了一夜的力学园。街道上，
到处是送孩子上学的家长。学校门口，
一群群孩子与邵力子、傅学文雕像招
手，踏上层层台阶。教室里，有的同学
搬下凳子，发出“砰砰”的声响；有的在
快乐地你追我逐；有的同学忙着补好前
一天没有写好的作业；有的孩子在抓紧
时间复习……力学园好似沸腾一般，闹
个不停。

老师来了，大家赶紧找回座位。楼
道里的同学看了一下表：“哎呀！上课
了！快跑！”他们纷纷跑向教室。校园
里渐渐安静了下来，只有朗朗的读书声
和唰唰的做题声。

在这片祥和中，力学园的学生迎来
了新一天的学习。在他们的心中，学习
的声音是最动听的，或许力学园外的人
们也要停下来，听一听孩子们学习的声
音呢。

力学园的早晨，不是夜晚的死寂，
不是菜市场般喧闹。力学园的早晨，有
静有动，却是朝气蓬勃的，充满希望的，
也是最吸引人的，甚至令人陶醉的。我
相信，只要我们珍惜力学园早晨这段美
好的时光，成功就离我们不远了。因
此，我最倾心力学园的早晨。

游城市绿谷
南通市实验小学新河校区五（12）

班 杨镜深

风和日丽的天气，总是吸引着我们
出去亲近大自然，于是我和外婆还有哥
哥来到了城市绿谷。

哇，这儿可真是个美丽的地方。青
草，树木，花朵……到处都是植物，我仿
佛置身于丛林，感受着大自然的芬芳。

“咦，前面那粉嘟嘟的东西是什么？”我
疑惑起来。走近一看，我大吃一惊，好
一棵开满桃花的大桃树。树上的每一
朵花都格外精致。那淡黄色的花蕊配
上那粉得发亮的花瓣，显得优雅而华
丽。我忍不住摘下一枝桃花，爱不释手
地玩弄着。这花好香，气味中带点甘
甜，沁人心脾，令人陶醉。

顺着低坡一路向前，空气越发湿
润。原来是个山泉！一股泉水从巨石
上奔流而下，走近一看，清泉形成一个
小池，水滴如雨点似的落在岸边的石
头上，让人想起“飞流直下三千尺，疑
是银河落九天”。虽不如瀑布那么大，
但我却有种身临其境，与大自然融为一
体的感觉。

“到了！到了！”我欣喜若狂地说。
前面是一片鱼池，两年前的这里到处是
鱼呢，今年的它们怎么样了呢？我从小
包里拿出一块面包，丢下一小块，碰到
湖面发出轻微的响声，好像是一串跳跃
的音符。水很清，能看见缠缠绕绕的水
草，平静下来的湖面像一面镜子。突
然，一串涟漪打破这平静，有几条鱼穿
行于水草中，围着面包徘徊。顿时我情
绪高涨，热血沸腾，继续兴致勃勃地往
河里扔面包。鱼越来越多，我开心极
了。各种各样的鱼，有大有小，白的，红
的，黑的，还有花的。我最喜欢那条大
白鱼，它在体形上很占优势，是里面最
胖的鱼，一看就很会吃，在鱼群里也就

另一条黑鱼能与之对抗。那条黑鱼很
扁，但很长，是白鱼的一倍还多。果然，
不一会儿，白鱼和黑鱼就打起来了。原
来是为了那块有芝麻的面包，因为带了
点儿糖馅儿，鱼儿们都喜欢得不得了。

白鱼慢吞吞地游到那儿，张开黑洞
似的大嘴。突然，黑鱼闪电般冲了过
来，一下子撞开了大白鱼，得意洋洋地
朝食物游过去。白鱼这下可被惹恼了，
毫不示弱地撞到了黑鱼身上，好似一个
炮弹，把黑鱼炸到了九霄云外。黑鱼踉
踉跄跄地游过来，大发雷霆，直用尾巴
抽打着白鱼的身子。白鱼火冒三丈，和
黑鱼打得不可开交，我们三个在旁边哈
哈大笑。就在这时，一条红鱼如一支离
弦的箭一样冲上去，一口把面包吞了，
结束了这场“黑白鱼抢食大战”。我想：
这就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吧！

再往前走，不知不觉就到了出口。
城市绿谷里翠竹遮天，绿树成荫，流水
成池，真是南通城中最美的世外桃源！

我家来了个机器人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

（南校区）四（2）班 冷昂

那天放学回来，感觉家里静悄悄
的，难道爷爷奶奶不在家吗？楼上楼下
找了个遍，也没见着。于是我找了点吃
的，就去做作业了。

刚坐下，只听得“咚咚”的敲门声，
开门一看：一个人模人样的机器人正朝
我憨笑。

“你好！”它对我说。声音怪怪的，
像来自太空。

“你叫什么名字？来干吗呀？我爷
爷奶奶呢？”我问它并把它让进了门。

“听说你做作业总是要大人盯着，
我是来监督你的！”它说话的表情好严
肃，我只得乖乖去做作业。

我边做边想：平时我做作业真的总
要大人盯着吗？我就不信了，今天我就
独立做给你看。于是，我一口气做完了
所有作业，然后，我得意地对它说：“作
业做完了，和我做个游戏好吗？”

“我得先回答完你的问题：我叫小
探，是从你爸爸的思维里走来的。”它
说。

“啥？”我惊讶地问。
“爸爸知道你做作业时要人盯着，

就写了个小程序放进我的脑子，派我来
监督你。”

哦，原来如此！
“那我爷爷奶奶呢？”
“你不是要做游戏吗？我们躲猫猫

吧，游戏结束爷爷奶奶就自然回来了。”
小探说完发出“嘎嘎”的笑声。

我说：“好，我先躲，一分钟后你来
找我……”

不知过了多久，我感觉头上有一只
温暖的手，抬头一看是爷爷。

“小探呢？”我问爷爷。
“什么小探？爷爷奶奶去学校接

你，走岔了。”爷爷说。
啊！原来是我趴在书桌上睡着了，

还做了个梦。
唉，以后我一定要做个自觉的好学

生，不要小探来监督我。再说，它就是
个“没心没肺”的家伙，我醒了，它居然
跑得无影无踪。

指导老师：常艾子

含羞草
南师附中树人学校附属小学五（6）

班 马佳蕊

我们家的阳台，是我的“植物乐
园”。最近，“植物乐园”来了新成员，就
是“害羞的小姑娘”——含羞草。

含羞草长得不高，只有十厘米左
右，但非常茂盛。碧绿的叶子像是一把
小伞罩在花盆上，把下面的泥土和桔黄
色的花盆盖了个严严实实。

含羞草刚长出来的茎是嫩绿的，几
天后就变成了深棕色。一排排细长的
小叶子，两片两片对齐，形成了一个个
V字形，好像鸟儿的羽毛。我很喜欢去
触碰它的叶子，只要我的手指轻轻地碰
到它的叶子，叶子就会立刻向中心收
拢，就像我们的手不小心接触到了烫东
西，一下子就缩了回去。茎也低垂下
来，真如它的名字一样，像个低下脑袋
的害羞小姑娘。过了一会儿，它见风平
浪静了，又会抬起小脑袋，伸展开一片
片小叶子。我就这样反复触碰，看它合
起来，舒展开，合起来，舒展开……不知
道经过多少次反复，再触碰它，它的叶
子就不合上了。

含羞草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呢？
我带着疑问上网搜索答案：原来，含羞
草叶子根部与茎连接的部位叫“叶枕”，
它是控制叶子的“开关”，它里面充满了
水分，当叶子受到外界触碰时，叶枕上
部细胞里的水分就会流到其他部位细
胞的空隙里去，叶枕上部就会出现皱
褶，看起来就像是害羞地低下头，这是
它特有的一种自我保护手段。因为含
羞草主要生长在森林里，一旦遇到暴风
雨或者有动物想吃它，它就会把叶子死
死合拢，保护自己不受伤害。可是你千
万不要因为好玩而一直触碰它，这样下
去，它就会“不耐烦”，不管你再怎么碰
它，它都不会理你了。而且含羞草为了
对付像我这种经常打扰它的人，竟制定
了一套独一无二的办法：它的身体里含
有轻微毒素，如果长期触摸它的话，接
触的人全身汗毛、头发、眉毛等毛发就
会变黄脱落，我吓得再也不敢随意摸它
了，心想：它可真精明啊！

含羞草不仅会“害羞”，还会“睡
觉”。到了晚上，你就是不碰它，它的
叶子也会自动合拢，好像睡觉了似
的。我心想：“不知道含羞草早晨什么
时候醒来呢？”我下决心要验证一下，
第二天早晨一醒来，我就以百米冲刺
的速度跑到阳台，可是含羞草比我醒
得还早，它的叶子早已全部展开，好像
在向我问好呢！

我喜欢我的含羞草，我会精心照顾
它，经常给它浇水、晒太阳，让它茁壮成
长，一直做我的伙伴！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上海市民办扬波中学七（1）班 张奕杨

我走进了一个房间，壮着胆子打开
一个神秘盒子，黑暗中有一双绿色的眼
睛看着我，一只猫咪蹿出盒子，我也被
惊醒了——哈哈，我梦见了“薛定谔的
猫”。

“科学有故事，比科学故事更重要
的是科学精神！”——这是我最喜爱的
科普广播节目的开篇词，它从我小学三
年级起就伴随我入眠已经整整五年
了。爸爸很支持我，并鼓励我说“坚持
你的爱好，一定会有收获，所谓‘念念不
忘，必有回响’。”那时候的我还不懂这
句话的真正涵义。

从宇宙起源听到宇宙如何毁灭；从
探索宜居行星到观察超新星爆炸；从无
穷大加一有多大到无穷小减一有多小；
从新冠病毒传播途径详解到新冠疫苗
研发知识浅析……除了听广播，我还买
了节目主播编写的关于科学知识的书
籍，我仿佛想象到了时间千奇百怪的

“形状”，看到了星星组成的“琴弦”，感
受到了宇宙的“柔软”，这些书让我肆意
遨游在科学知识的海洋里，满足了我天
马行空的好奇心。

升入初中，由于学业任务加重，我
一时没有适应，那段时间做完作业倒头
就睡，对心爱的科学广播有些淡忘，关
于科学的书籍也鲜有翻阅了。一个周
末，爸爸提议带我去南京路书城逛逛，
说要给我一个惊喜。“有什么好逛的，作
业还没做完呢！”一直嘟囔着的我不情
不愿地跟着爸爸来到书城。走进书城，

一个即将开始的活动吸引了我。“这不
是我最喜欢的科普广播节目的现场演
讲会嘛？”我兴奋地说，“那边还有新
书签售活动呢！”说不定我还能遇到
我的偶像老师！我当时恨不得一蹦
三尺高。“知道你还没忘！”爸爸摸摸我
的头说。

在排队售书时，我老远就看到了偶
像，我鼓足勇气，询问偶像如何调节学
习与听书的时间冲突。出乎意料的是，
他很耐心地停下手中的笔，语重心长地
对我说：“你这个年纪，最重要的还是学
习课本知识，在课余时间大量阅读与科
学有关的入门书籍，逐渐培养科学思
维。要坚持自己的爱好。”

那天我不但得到了偶像亲笔签名
的书，还有幸与偶像合影，对于一个十
二岁的孩子来说，那是一种怎样的开心
与满足。

“再长的路，一步一步走终究可以
到达，再短的距离，不迈开脚步也永远
无法到达。”我想在与科学结缘的这条
路上，我终于读懂了小时候爸爸的那
句话。

指导老师：张萍

只是因为那条路
宿迁市泗洪姜堰高级中学高一（1）

班 乔镜伊

在我的百般央求下，爸爸妈妈终于
同意给我买一辆赛车。早在小学三年
级时，我就从表哥那儿获得了一辆小小
的折叠式自行车，本想着以后可以独立
去学校了，但父母却以“年纪太小”为由
收走了它。直到六年级，他们才终于同
意我自己骑行。即使这样，他们总会有
一位拼命挤出时间在一旁看着我骑行。

接着，我进入了中学，原以为升入
初中后，父母就会放下心来让我独立往
来，可结果是，他们总会在我回家的必
经之路上突然出现。

那是一年秋季，下午放学，天空早
已被泼染了浓墨，我骑着新买的赛车优
哉游哉地沿着那条熟悉的小路前行。
路已走到一半，我环顾四周，终于没有
那熟悉的身影，我欣然笑了笑，心想他
们总算对我放心了。“瞧你，慢点儿骑！”
正想着呢，猛地听到母亲的声音从不远
处传来——母亲正笑盈盈地在前方望
着我！我惊异地刹住车，有些埋怨地
说：“我都多大了，你们怎么还是每天都
要来接我？”母亲吃惊地睁大了眼，继而
笑了笑：“傻孩子，我们还不是担心你嘛
……”“我自己能行！”母亲的目光黯淡
了，她选择了沉默。

现在回想起这些，我才意识到当时
的母亲多伤心啊！

从那时起，在回家的路上，我见不
到母亲的身影了，虽然有时我用余光能
瞟见一抹迅速移动的黑色。我如愿以
偿了，可不知为何，心里却很不是滋味。

周末的一天，我和好友漫步在社区
的后花园中，天南海北，无所不谈。“真
羡慕你啊，有妈妈管着你……”她说。
我忽然想起，她的父母早在几年前就离
异了，她只好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我可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回想以
前我那样对待母亲，心中涌起无限的懊
悔和伤感。我真觉得自己是个大傻瓜，
明明清楚母亲是为我好，却还是伤了她
的心。我忍不住落了泪，内心有数不尽
的心酸。

回到家后，我主动向妈妈认了错，母
亲也答应我学着放手让我自己成长。
但，我在放学路上每每都会有意减缓速
度，我期待能够看到那熟悉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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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
南京北恒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减资公告 根据2021年6
月22日股东会决议，南京北
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拟将
注册资本从920.152万元减
至526.315789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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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
北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6月28日
南京长九置业管理有限公
司减资公告 根据2021年6
月25日股东决议，南京长九
置业管理有限公司拟将注
册资本从800万元减至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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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长九置业管理
有限公司2021年 6月28日
南京金瑞泽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减资公告根据2021年6
月29日股东会决议，南京金
瑞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拟
将注册资本从 1100 万元减
至1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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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金瑞泽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 2021 年 6
月29日

※ 遗 失 ※※ 遗 失 ※
马牧吟遗失南京艺术学院
学 生 证 ， 学 号 ：
B190904010，声明作废
杨斯然遗失南京林业大学
学生证，学号 180704126，
声明作废。
遗失南京云朗商贸实业有
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副本，声明作废。
姚萍遗失淮安市仲裁委开
具的江苏省非税收入一般
缴 款 书 ，收 据 编 号
012357215，金额 9652元，声
明作废。
遗失 秦淮区盛鲜希餐饮
店公章，寻回后不再使用。
遗失 南京瑞子天承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公章，寻回后
不再使用。
江苏省烹饪协会遗失社会
团体会费统一票据，编号：
00087235，金额：5000 元，声
明作废。
遗失：南京奔朗汽车服务有
限公司苏A38LB9道路运输
证 丢 失 （ 证 号 ：
320152006599）。声明作废
遗失 南京金快达教育咨询
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320123000337688，
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