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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信息

※ 公 告 ※
南京德华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减资公告 根据2021年
8月 23日股东（大）会决
议，南京德华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100万元减至5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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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德华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2021年 8月
25日
南京控驰科技有限公司减
资公告 根据2021年 8月
24日股东会决议，南京控
驰科技有限公司拟将注
册资本从2000万元减至
18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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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驰科技有限公司 2021
年 8月24日
公告：浦口区汤泉街道泉东
村居家养老服务站公章，原
印章声明作废，旧章寻回后
不再继续使用。
公 告 2021 年 3 月 26 日江
宁区法院裁定受理南京朗
诗服装设计制作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案号（2021）
苏 0115 破 11 号，并公告通
知债权人申报债权。2021
年 7 月 8 日，江宁法院裁定
确认国家税务总局南京市
江宁区税务局的税收债权
122575.96 元 、普 通 债 权
304276.71 元。2021 年 7 月
12日，江宁法院依法裁定宣
告朗诗公司破产，同时终结
破产程序。特此公告。南
京朗诗服装设计制作有限
公司管理人

※ 遗 失 ※※ 遗 失 ※
刘莹莹、段修楚遗失保险执
业 证
00000532010000002020087
082、
00000532010000002020103
046，声明作废
遗失:南京市高淳区石榴之
缘纯果汁饮品店食品经营
许 可 证 ( 正 本) 编 号:
JY13201250063334 声 明 作
废。
遗失：巫雪梅身份证，号码：
321123196701106629 声 明
作废
本人蔡磊遗失身份证，身份
证 号 码
321283198602089035，特 此
声明。

今天我正在写作业，妈妈在收拾橱
柜里的东西。

忽然妈妈神秘地对我说：“你快
来，给你看个好玩的。”我好奇地走了
过去。妈妈把一张照片递给我。照片
上是爸爸从后面抱着大约三四岁的
我，而我正在调皮地爬城墙。我觉得
很有意思，当时的我好可爱呀！这时
妈妈对我说：“我们再去那边拍一张同
样姿势的照片，怎么样？”我高兴地点
了点头。

我们收拾好东西便往城墙出发
了。从我家通往汉中门城墙要经过一
条小巷，这条路小时候我经常走。今天
再走这条路，我发现旁边的店铺并没有
什么改变，路边小花坛里的植物还是那
样生机勃勃，蔷薇花依然在墙上绽出美
丽的笑脸。两旁的香樟树，比以前高了
许多，树枝也变得粗壮了，它们把整条
街的阳光都盖住了，小巷仿佛成了一条
绿荫长廊。

我们穿过城门洞，和爸爸手拉着手
来到了小时候拍照的城墙脚下。我做
起小时候照片上的动作，首先我用两
手撑着墙壁，坐在爸爸的一条腿上，然
后把两只手放下，两条腿抬起，身体完
全靠在爸爸的身上。我有点害羞，觉
得10岁大的孩子做出小时候的样子，
不但一点也不可爱，还显得特别可
笑。忽然我感觉到爸爸把脚往上抬了
抬，踮起了脚尖，身子也往后晃了晃，
我猜自己一定是太重了。突然爸爸

“哎哟”了一声摔倒在地，我也跟着摔
倒在地，一起摔了个四脚朝天。我们
俩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灰尘对视而
笑。我看见爸爸的眼角有了些皱纹，
头发也花白了，有一点难过爬上了我的
心头。

我知道，时光正带着我长大。
指导老师：贾卉

未来汽车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四（1）班 秦楚涵

前几天，我看了一本关于科技的杂
志，里面讲了许多新型运载工具，比如
新型自行车、电梯等，不过，我最感兴趣
的还是概念车。

书中介绍了很多种概念车，其中我
最喜欢的有两种。第一种是一款叫做

“阿凡达”的车，这种车能做到“人车合
一”。什么叫“人车合一”呢？就是当你
把手放在“阿凡达”驾驶座上一个可以
升起的操纵盘上时，它会自动检测你的
掌纹、体温、脉搏等，并能随着呼吸的频
率相应起伏。同时，通过在操纵盘上轻
盈地做出前后左右等手势，你就能轻松
自如地操控汽车了。

第二种概念车是“丰田LQ”。这种
车搭载了车载人工智能助手“Yui”，

“Yui”可以与驾乘人员交流，可以根据
外面的光线调节车内灯光，还可以跟踪
你的话题，并根据时间来判断你是否饥
饿，同时按照你的喜好帮你预订喜欢的
餐厅的座位。

除以上两种概念车外，文章中还介
绍了很多其他智能概念车，比如可以起
飞的车，在有山石的路上可以像动物一
样伸出腿来的车……

读完这篇文章，我觉得高科技实在
太神奇了，太令人兴奋了。但同时，我
也深深地意识到，任何事物都有两面
性，高科技也一样，它既有好的一面，也
有不好的一面。好的方面是，智能车的
自动驾驶技术，让我们可以节省出原来
的驾驶时间，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大大
地改变我们原有的生活方式；也可以通
过智能系统规避碰撞风险，极大地降低

交通事故率。不好的方面是，随着科技
的发展，一些原有的工作，比如驾驶员、
出租车司机等岗位，会被智能车代替，
令一些人失业。当我们越来越依赖高
科技时，如果有一天突发某种状况，会
令概念车等高科技工具不受控制，最终
导致不可预料的结果。而我们也可能
会因为过度依赖高科技工具，而丧失原
有的处理问题的能力。

所以，面对高科技，一方面，我们要
不断学习，努力跟上高科技的脚步，在
享受科技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要避免被
高科技淘汰；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不断
提高预判能力，尽可能避免因对高科技
失控，而带来的不确定的、可怕的后果。

总的来说，高科技是好的，它确实
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提升了我们的生活
品质。我们要充分利用它好的一面，让
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我的动物朋友
南京市琅琊路小学四（2）班 朱晧文

我们家养了五条锦鲤，它们的身体
是橙红色的，有一层排列整齐的透明鳞
片，在灯光照射下，泛着油亮亮的光。
最好看的是它们的尾巴，从身体的橙色
逐渐变透明，尾巴上还有一道道柔顺的
水波纹，我很喜欢。那大鱼尾在水中有
力地摆动着，好看极了。

它们非常机灵，会认人。去年刚来
我们家时，很怕生，即使我轻轻走到鱼
缸旁，它们也会“刷”一下游到后面。现
在，哪怕我敲玻璃缸壁敲得再用力，它
们也不怕，反而还游过来，像是在迎接
我的来访。

它们吃食的时候更好玩了。一见
我从柜子里拿出鱼食袋就开始“卖乖”，
它们游到水面上，凑在一起，嘴快速地
一张一合，让水面上冒出许多小泡泡，
似乎在想象自己已经吃到了鱼食，那可
爱的样子，让我忍不住多喂些。

因为我和它们在一起的时间最多，
它们只跟我很亲。我的朋友来家里玩
儿了，它们依然在鱼缸里稳稳地游着，
连看都不看人家一眼，着实挺任性，但
我觉得它们“有个性”。

当我觉得心烦时，就去看看它们，
它们似乎理解我，连游速都慢下来了，
半透明的尾巴轻轻拂动着，让我特别舒
服。我经常把心事放在目光里向它们
诉说，它们明亮的黑眼睛也会透出柔和
的光，我知道它们在安慰我。

这五位好朋友，总让人感到踏实、
温暖。我们互相呵护着，陪伴着。

指导老师：方正

挑西瓜
南京市中山小学六（1）班 陈米乐

到了夏天，西瓜就成了我们家的常
客。这不，我又和爸爸骑上电动车向水
果店进军了。

一进店，售货员阿姨笑眯眯地说：
“欢迎光临，今天再来一个大西瓜？我
来帮忙挑吧。”说着，一只手已经碰到西
瓜了。

“今天我来挑。”我迫不及待地说
道。看看这些瓜，有的圆滚滚，像个大
皮球；有的扁平平，像个大冬瓜；有的全
身碧绿，没有花纹；有的是淡淡的绿色，
花纹清晰，就像是地球仪上的“经线”。
这时，一只圆头圆脑、浑身都是翠绿色
的瓜呈现在我的眼前，花纹井然有序。

“没错，就是它了，爸爸你快付钱。”我斩
钉截铁地说道。

一到家，我兴高采烈地抓起刀，准
备给西瓜开膛剖肚了。将刀刃对准西
瓜的中轴线，我用力切下去，哎呀妈呀，
这瓜皮真结实，就犹如在切一块铁板。
费了好大力气，我终于把它切成两半。

定睛一看，这瓜皮真够厚的，足足有2
厘米，瓜瓤粉红色，西瓜子白白的。更
奇怪的是，它的中心位置裂了三道缝，
活像李老师座驾——奔驰的车标。拿
来勺子挖一块，哎呀，这瓜一点儿都不
甜，甚至有一些难闻的味道。真是一只
烂西瓜，我气极了。

夏天没瓜可不行，下午我们又出发
了。这回我可不能擅自做主了，要让卖
瓜阿姨精挑细选才好。只见她两手捧
着瓜，先是掂一掂，感受一下它的重量，
再放到耳朵旁，拍一拍，听一听。她皱
着眉头又换了一个，重复了这些动作以
后，她眉开眼笑地把西瓜递给了我。“这
个不错的。”她很自信地说道。我盯着
她的动作看了半天，好像也没发现什么
特别的地方。

回到家，我把西瓜放在厨房的台面
上。这个瓜浑身都是深绿色的，顶端有
一个突出的小尖，上方长着一些交叉的
茎，就像是“炸弹”的引线。拿出刀来，
我感觉只是刚刚碰到瓜皮一点点，只听

“啪”的一声，它就裂开了，粉红的汁水
顺着裂缝流了出来。这真是一只“爆炸
瓜”啊！

阿姨选的瓜还真是不错，红红的
瓜瓤很好看，汁水非常丰富，吃起来脆
脆的，甜得像蜜糖，简直是夏天最大的
享受。挑西瓜这件事，看上去简单，其
实也有大学问呢。只重外表，不管内
涵，是挑不到好西瓜的。面对这个纷
繁复杂的大千世界，我们要学会透过现
象看本质。我一边吃瓜，一边若有所
思起来。

指导老师：李万青

避雨
南京市金陵汇文学校初二（21）班 胡可萱

那次，是在云南的小镇里。我们没
带伞，哪知雨突然就下起来了。

愈下愈大。于是倚到墙边，欲借屋
檐为我遮挡这片喧扰。我以为这是上
天与我对着干，冥冥之中注定我无法圆
满地完成旅途。有些恼了，索性蹲下
来，阴郁地注视着脚下。

无意间，看见台阶上的杂草与青
苔，生长在这幽邃寂静、锈迹斑斑的土
基上。很寂寞吧？它们在风中摇曳，偶
尔雨滴从叶尖滑落，也算是给了它们最
好的陪伴与慰藉。

我们都在躲雨。它们无法与我一
样，将自己从雨中摆脱；或许，它们也在
陪伴着雨呢。可能是坏心情作祟吧，我
竟觉得，这些生长在残垣断壁里的杂草
在雨中过得很幸福呢。

我拨弄着石隙中生长出的白花，抬
起头望向前方。这是一条老巷子，基本
空了，加之簌簌的雨声，我有些毛骨悚
然的感觉。对面的房子曾用红漆漆了
门，现在却呈一种破旧的铁锈色。门把
破败不堪，残砖破瓦堆积在门口。唯一
能让我看出昔日的辉煌的，只有那青黑
色的房瓦，被雨水磨得越发锃亮。恍惚
间，我看见上个世纪的人们，穿着棉布
袍，黄发垂髫红润的脸庞，卖米线饵丝
的小贩，还有汪曾祺笔下吆喝火炭梅的
姑娘们。大院子里有淋湿的木香花，妇
人们在给姑娘们梳头，楼上晒着被褥，
时而有几只麻雀停留驻足。那是一幅
色彩鲜明的画卷，湿漉漉的，沉甸甸
的。我不知这个小巷为何空下来，或许
是战乱，或许是新一代向城市的迈进。
我不为其感到惋惜，换句话说，这都是
必然的选择。

我站起身，顺着房檐向远处走去。
房檐连成一片，为我撑起了延绵的大
伞。我走过的，不仅是晦暗尘封的街
道，也是一代代人串起的记忆，更是人
世的韶华易逝、世事变迁。也许有人要
赞美这被风吹雨打而屹立不倒的小巷；
但我却真切地以为，这片土地因为雨而

添增了生机。正是雨水的降临，我才得
以静静地站在屋檐下，久久地观赏这曾
经焕发活力的地方，难得地与自然融为
一体，思考以往从未思考过的事情。很
快，我心中不再气恼。取而代之的，是
长久的平静。

雨，停了。
我拾起行李，刚刚所见，好像一场

梦；朦朦胧胧的嘀嗒，是雨水滴在身上
的清凉……

指导老师：李猛

愿你归来，仍是少年！
江苏省扬中高级中学高二（1）班 孙睿晗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
丝改变……”一群耄耋老人，在聚光灯
下，高唱网红神曲《少年》。他们笑靥如
花，银发如雪，热情似火，满屏溢出了少
年感。

无独有偶，建党百年，人民日报新
媒体推出的主题MV，也叫《少年》。少
年、少年感，成为新时代最热的词。

不禁要问：何谓少年感？少年感，
不是费尽心思在外表上“装嫩”，而是一
种由内而外的生活态度。46岁仍披挂
出征的乌兹别克斯坦老将，八届奥运，
初心未改。正是由内而外的“少年
感”，使她得以在世界的舞台上，永葆
青春的活力。也许，面容不可“冻龄”，
但是心灵，却能够停留在最美好的年
纪。与此同时，“00后”小将也在奥运
赛场大显身手。国乒“小魔王”孙颖
莎，在面对来势汹汹的日本选手时，即
使大比分落后，也顽强力拼八分反
超。这是少年永不服输的韧劲！是少
年力争上游的闯劲！

所谓少年感，早已经超越了年龄的
范畴。它直指人的内心，是积极昂扬的
姿态，是不忘初心的热情，是指点江山
挥斥方遒的意气，是可以大喊“我命由
我不由天”的豪情。

从少年不识愁滋味，到而今识尽愁
滋味，一颗少年的心容易被岁月磨
平。时光遒尽，物是人非，曾经的少
年，不知是归隐还是消逝，淡出生活，
被遗忘在心房角落。二十岁风华正
茂，有“舍我其谁”的魄力；而立之年，
血液中仍留有年少时“初生牛犊不怕
虎”的冲劲，在事业上敢闯敢拼。当忧
虑随白发渐增，一颗少年的初心已经
不复存在。而，我们归咎于岁月的无
情，带走了少年感，终究是无理的。我
们有时也无奈地看到即便是正青春的
少年，也成为丧系和佛系的一员，可
悲，可叹。

所以我想说：少年感无关于年龄，
少年感的缺失也不是岁月之责。

那么如何让少年感保鲜呢？我不
由想到了他，那位“90后”，他说：“与大
地贴得更近，看天空才会更远。”他永远
有着少年般的冲动，甘于一生只做一件
事。他是袁隆平。正如康辉所言：“看
一个人有没有少年感，其实你看他的眼
睛，看他的眼睛是否能够始终有一份清
澈的光芒。”而袁隆平院士就是这样一
位眼里有光的“90后”。

袁老已是如此，作为新时代青年的
我们，更要带着那道眼里的光一直走下
去，内心澄澈，成为一个精神明亮的
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心中有梦、眼里
有光，以少年的姿态面对生活，永不失
一颗灿烂的少年心，只有这样，才能让
少年感在心里长住！

愿你，归来仍是少年！

长 大
南京市拉萨路小学四（10）班 许惠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