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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的影子
南京市后标营小学三（1）班 梅慕

我有个小小的影子
总跟着我四处走动
有时在我前面
有时在我后方

有趣的是
他不像我一样慢慢长大
有时他一下子长得老高
有时又小得看不到

他不会说话唱歌
只好处处学我
我知道他很胆小
和我一样想要妈妈来抱

会不会有一天当我长大
起床后去学习看书
小小的影子却留在床上
睡得正香 指导老师：孙泽凡

银杏树
南京怡馨花园小学四（4）班 韩素依

我们小区里种着许多树，有春天芳
香四溢的樱花树，有秋天硕果累累的果
树，有叶子像巴掌的梧桐树，还有枝干
笔直的银杏树，我独爱那银杏树!

在万物复苏的春季里，经过润物细
无声的春雨浇灌，原本光秃秃的银杏树
枝干上长出了小小的嫩芽，一点两点
……渐渐地，绿色布满了整棵树的枝
干，春风徐徐吹过，银杏树的枝干“沙
沙”晃动，好似在唱着美妙的歌曲。

转眼到了炎热无比的夏季，银杏树
的叶子变得碧绿碧绿的，枝叶茂密，一
眼望不到顶。蝉因为受不了酷热的天
气，躲在银杏树层层叠叠的叶子下，不
停地鸣叫:“知——了、知——了”，仿佛
在说:幸好有银杏树，带给我阵阵阴凉，
这真是一棵好树!偶尔，调皮的阳光从
纵横交错的枝丫缝隙里探出脑袋，给整
棵银杏树罩上一层厚厚的光晕。

一场秋雨一场凉，银杏树的叶子又渐
渐变得一半黄一半绿。随着温度的降低，
原本茂密的叶子变得更黄了，整棵树宛若
一棵摇钱树。一阵秋风吹过，几片银杏叶
告别了树枝，宛如一位位舞蹈演员迈着轻
盈的步伐，打着旋儿向我走来。我接过一
片树叶，仔细端详，它既像舞裙，又像折
扇。银杏叶就这样慢慢地落满了地面，给
大地铺上了一层金色的地毯。

银杏树是如此美丽耀眼，从那时
起，银杏树便成了我最爱的一种树!

指导老师：王伦玺

游左岸花海
南师附中树人学校附属小学
百合校区四（2）班 潘瑞尧

周末，我和家人一起游览了滨江公
园的左岸花海。

从滨江公园的南门进入，车一直往
南开，一路上绿树成荫，高大的水杉、梧
桐好像列队的士兵欢迎我们的到来。
小野花也尽情地开放着，这儿一丛，那
儿一簇，好像点缀在无边绿地毯上的图
案，真好看！大约五分钟后，我们来到
了公园的最南端，左岸花海到了。一进
门，我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左岸花
海一望无边，竞相开放的花儿将花海分
成一块儿一块儿的，仿佛一个巨型的水
彩颜料盘，令人眼花缭乱。花海中，还
藏着几座用花儿装扮的可爱小屋，好像
梦幻中的童话世界一样。

我们迫不及待地往里走。要说最
灿烂、最抢眼的，一定是金鸡菊了。成
片的金鸡菊金灿灿的，像太阳的光芒般
闪耀，真是惹人喜爱！单看金鸡菊是小
小的一朵，并不起眼，连成一片时，却无
比绚烂。金鸡菊的茎细而长，花朵绽放

在茎的顶端，就像亭亭玉立的少女，在
高处眺望着远方。每一朵金鸡菊都竭
尽全力地向上生长着、绽放着，蜜蜂也
忙着来采蜜，眼前一片勃勃生机！

沿着红色的小路往前走，数不清的蝴
蝶花像一只只蝴蝶在风中扇动着彩色的
翅膀！这儿红艳艳的，那儿黄澄澄的，还
有蓝色紫色渐变的，最神奇的是橙、紫、白
三色合一的，五彩斑斓。在小路的两侧，
月见草穿上了粉色的裙子；紫色的马鞭草
个子高高的，头上顶着一个个紫色的小
球；还有天人菊、一串红、虞美人……

从小路的尽头向右转，来到观江
台，清风拂过江面，江边的芦苇前仰后
合，左摇右摆，好像在开心地玩着游戏
呢！站在江堤的栈桥上，遥望“南京
眼”，再看看对面高楼林立的江心洲，就
这样，吹着江风，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心
旷神怡。而花海，就好像一道彩虹，给
古老的长江镀上一条彩色的花边，构成
了一道迷人的江岸线。

这里是美丽的左岸花海，这里百花
齐放，千姿百态。如果你有机会来到这
里赏花、观景、亲水，一定也会流连忘返。

值得
南京市钓鱼台小学五（4）班 许艺潇

一道道汗水从脸颊滑落，一句句口
号此起彼伏，一阵阵掌声响彻云霄。当
拿到金光灿灿的奖杯时，我感到所有的
努力都是值得的。

九月开学第一天，学校广播通知即
将组建一支新的啦啦操队伍，我迫不及
待去报了名。经过几轮艰苦而残酷的

“淘汰赛”后，因为我的不懈努力，我成
功晋级为正式队员！能够进入啦啦队
我感到很自豪！

正式组队以后，为了更好地迎接接
下来的比赛，我们每天放学后都在勤学
苦练，因为老师的“魔鬼训练”，我很快就
吃不消了。于是我越来越不认真，总爱

“偷懒”，没过多久，就从“正式队员”成了
“替补”，我又气又恼，决定要好好训练。

变成“替补”的我一直在反思：自己
不应该“偷懒”，应该坚持到底，要不然，
也不会“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步。在孤
独的“替补世界”里，我一遍又一遍地努
力练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
五六七八……”我边喊号子边做，很快，
我的动作越来越规范，口号喊得越来越
有力，整个人充满了活力。每天训练结
束后都满脸通红，一道道汗水直往下流
淌，浑身都湿透了。果然，功夫不负有
心人，我又把不认真的队友替换下来
了，从“替补世界”中逃脱出来。此刻，
我心里比吃了蜜还甜，于是，更加严格
要求自己，保持着我的最佳状态。

终于到了比赛日了，我手上全是
汗，一身的鸡皮疙瘩。“让我们欢迎‘英
武少年啦啦队’上场！”我们登上舞台，
动作整齐划一、干净利落、刚中带柔。
观众席上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响彻整
个赛场，很多同学大声感叹：“真的太棒
了！”即使有观众的认可，我们心中也都
揣着只小兔子，跳个不停。“钓鱼台小学

‘英武少年啦啦队’最终得分……”当
时，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十五个吊桶打水
——七上八下。“506分！恭喜！”话音
未落，异口同声的“耶——！”传了出来，

“我们是冠军！”当看见奖状上写着我的
名字时，当捧起那辉煌的奖杯时，我感
到付出再多汗水都是值得的。

种子破土而出、向阳生长时感到值
得；幼龟爬向大海、遨游海中时感到值
得，而我，努力练习、收获好的结果时感
到值得！ 指导老师：张俊

菊意正浓
南京市石鼓路小学六（5）班 王梓安

正值秋深霜浓、菊花绽放的季节，
我心中不由想起了前年去菊花展赏菊

的情景。
那年，我怀着浓厚的兴致，来到了

菊花展。一进大门，我就看到了成百上
千盆傲然怒放的大丽菊，有各种颜色，
它们有规律地围在一起，着实美艳壮
观！四周有油画的墙壁上开满了洒脱
华丽的悬崖菊，点缀在瀑布似的枝条
上。它们紧挨在一起，开花繁密似繁
星，花朵丰满似绣球，色彩鲜艳似牡
丹。仔细瞧，它们神态不一，各有情趣，
真是妙趣横生。

这里展出的菊花，有的含苞欲放，
有的盛开吐蕊，一丛，一盆，一堆，红的似
火，黄的如金，绿的像玉。一时间，五光
十色，熠熠生辉。而我最感兴趣的还是
人工培育的彩色菊花。它们的花瓣如
丝，又细又长，如蛟龙腾爪。可我最喜欢
的还是它们丰富的颜色，一株彩色菊花
就足足有八种颜色，一层层渐变，鲜艳欲
滴，惹人喜爱，给人一种美的享受。

在另一个展厅，我又见到了橘黄的
菊花，花瓣丰盈，蕊黄叶阔，外金内朱，
如初升的朝阳，我可喜欢了。

下午，夕阳的余晖染红了在天空游
荡的白云，还替它们镶上了亮晶晶的花
边。我们进入了最后一个展厅，一进展
厅，就闻到了类似于中草药的香味。一
位笑容可掬的阿姨向我们介绍着他们
研发的“野菊花干”，据说泡水喝可以消
炎降火，提高免疫力，对小孩和老人有
好处。我们买了两小罐，阿姨还送了我
一株野菊花。野菊花的枝干虽小，但每
一根细小的枝干头上都长着可爱的花
骨朵，闻一闻，还有一股幽香。我把它
做成了书签，作为秋天的美好记忆。

大自然养育着我们，阳光雨露、花
草树木这些生命中最宝贵的给养都是
大自然的给予，我们要倍加珍惜！

指导老师：尹宇清

平江水，江南韵
苏州市平江实验学校六（2）班 蒋梦璇

“摇起小船，轻柔弹唱，桥洞里面看
月亮……”每每听到《苏州好风光》中熟
悉的旋律，我就想起最爱的平江河。

踏在平江路的青石砖上，耳畔总是
传来一旁平江河潺潺的流水声。侧身望
去，缓缓流淌着的河水，像青绿色的绸
缎。当乌篷船的木桨划过，船上观光客的
阵阵谈笑声随荡漾开的水波渐渐远去。

常常沿河漫步，偶尔也会看到水面
上漂浮的一两只塑料瓶，总有穿制服的
环卫工人，摇着“敞篷”小木船，手里举
一杆网，三下两下地将水面和水中的垃
圾捞起，堆在船中央的槽里。

“妈妈，小河这么美，为什么还要往
里面扔垃圾呢？”我疑惑地问。“其实，如
今情况已经好太多啦！”妈妈笑着说，

“前些年，河水污染要比现在严重得
多。那时，经常有人为了便利，往河里
肆意抛撒各种生活垃圾，还有一些商铺
偷偷排放污水。河水变黑了，鱼虾渐渐
没有了干净的生存环境，死了之后就漂
浮在河面上……天气一热，河水里的异
味弥漫开来，别提多难闻了。”妈妈在手
机上找到了一张图片给我看。

天哪！两岸居民的“母亲河”还有
这样伤痕累累的时候——眼前的碧水
清波，令我难以置信。“政府已经采取措
施，进行有效治理了，组织环保部门的
工作人员先把河里的污水全部抽走，将
垃圾捡拾干净，再清理河底的淤泥，最
后将过滤好的清澈河水回灌进去。别
看工序不多，要治理的可不仅是平江
河，苏州河道纵横交错，这么多年的保
护，实在是极为庞大的工程。”

是啊，姑苏鱼米之乡，河流就是这
座城市的血脉。细细想来，无论电视、
广播滚动播送的公益广告，还是大街小
巷的宣传标语，都向我们传递着人们保
护水资源的意识。“当然还会有不自觉
的人，别担心，架在河岸边的AI人工智

能‘小眼睛’已经瞧得一清二楚喽！”
我不由得想起我的语文老师就是

在平江河边长大的，记得老师提过，在
她儿时记忆里，清清的河里有小船运送
西瓜，给人们解暑。又是一年夏天，我
们也能坐着小船，穿过一个个桥洞，优
哉游哉地纳凉……

天堂姑苏，因水而美，因水而幸
福。小桥流水人家，能不忆江南？

指导老师：孙烨

你一定来过
南京市金陵汇文学校初二（24）班 沈子贻

2021年初夏。
她像往常一样，放学后买了一块蒸

儿糕。转身看见一位公公推着自行车
过来，似乎在和孙女讲着什么笑话。孙
女在后面咯咯直笑着，然后叫着：“公
公，我要吃糕……”

“算起来，公公离开我有两年了。”
她吃了一口糕，对自己说。然后眼泪就
顺着脸颊流下来，滴在口罩上。她无力
地拉了拉口罩，口罩内部已经全部湿
润，她曾经也这么快乐过……

2015年初夏。她和小伙伴说着笑着
从校园里出来。每天下午四点钟，她的公
公会准时在校门口等她，从小学一年级开
始，几乎从未迟到过。他的手里和身旁常
有这几样东西：左手拎着蒸儿糕，右手牵
着狗绳，身旁有一辆电动车和坐在地上
喘着气的小狗。她朝公公跑去，接过蒸
儿糕，从地上抱起小狗，然后向她身边的
同学炫耀：“看到了没？这是我的小狗。
我公公每天都来接送我，省得我跑这么
远的路。”公公摸了摸她脑袋，说了一句，

“好啦，上车啦，咱们回家。”她就会乖乖地
坐上车，快活地跟她的同学摆手告别。

从学校到家，只有5分钟的车程。
但这5分钟，对她来说是一天中最快乐
的时光。她会吃完蒸儿糕，摸摸小狗毛
茸茸的毛，再和前面的公公讲着学校里
发生的趣事。她的公公总会耐心地听，
有时候会插上几句嘴。当到了家门口，
她的嘴巴总是黏糊糊的。她公公就会
拿出一张餐巾纸：“擦擦嘴吧，馋妞。”她
就会乐呵呵地擦着嘴。

2018年夏天。由于高年级学生要
去另一个校区，于是她从公公家搬了出
去。她的学业也繁重了起来。一开始，
她还会每晚和公公视频通话，和旁边的
婆婆顶几句嘴。到后来，她越来越忙，和
公公视频通话的时间越来越少。到后
面，甚至索性不视频通话了，只发个微
信，问声好。无论公公身体是否安好，他
都会回复：“我很好，你安心学习吧。”

她最后一次见公公，天已经热了。
出了校门，蒸儿糕的香味很浓。那天，公
公执意来学校看她，并带着她喜欢的蒸
儿糕。她和公公说再见时，从未想过这
次不经意的再见，是真的没有再见……

公公真的离开了吗？她有时问自
己。

在她看来，她的公公并没有离开。
每当路过她小学母校时，仍能看见她公
公的身影。经过路边摊时，仍能听见

“要吃吗”的声音。她能感受到，他一定
在，他一定在她身边，他一定来过自己
必经的路口。她坚信，每当风从耳边吹
过，云从头顶飘过，那便是她公公来看
她。只要她记得公公，他便活着；只要
他的名字永远不被她忘却，他就活着。

“嗨，馋妞，要把嘴巴擦擦哦！”当她默
默地把蒸儿糕吃完后，听到一个熟悉的声
音。她四处搜寻，没有看到那个身影。

热泪滚落，她说：“公公，你一定来
过。” 指导老师：李猛

※ 遗 失 ※※ 遗 失 ※
南京市江宁区范中华农产
品经营部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经营者：范中华，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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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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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公章一枚声明作废，寻回
后不再使用。
遗失：南京市江宁区腾万欣
建材经营部公章一枚，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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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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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南京集瑞礼仪策划有
限公司公章，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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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

无锡臻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减资公告 根据无锡臻和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83181871358）
（“本公司”）于2021年09月
09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本
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人民
币 360,000,000 元减至人
民币 129,379,428 元。现
予以公告。债权人可自公
告之日起 45日内，凭有效
债权凭证要求本公司清偿
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
保。 债权人未在上述期限
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减资将
按照法定程序实施，特此公
告。 无锡臻和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2021年09月09日
南京紫金创赢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减资公告 根据2021
年 8月 25日股东（大会）决
议，南京紫金创赢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5000万元减至3000万元，
现予以公告。债权人可自
告知之日起45日内要求公
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南京紫金创赢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2021年 9月15日
存续公告 南京圣基垒工程
机械有限公司不再执行
2012年3月16日成立公司
清算组的股东会决议，公司
终止清算，继续存续。
南京药大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解散清算公告公司股
东会于 2021 年 9 月 7 日 决
定解散公司，并于同日成立
了公司清算组。为保护本
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
债权人应当向本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清算组联系
方式：025-83271083清算组
联系人：朱老师南京药大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1年 9月 10日
注销公告 江苏省物资人才
培训有限公司股东会于
2021 年 9月 6日决议解散
公司，并于同日成立公司清
算组。请公司债权人于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 60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联系人：高蓓 电话：
13913981845 地址：南京市
中山北路283号四号楼401
室 邮编：210003 江苏省物
资人才培训有限公司 2021
年9月6日
注销公告 江苏省天宝装饰
有限公司股东会于2021年
9月 6日决议解散公司，并
于同日成立公司清算组。
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 60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
人 ： 高 蓓 电 话 ：
13913981845 地址：南京市
中山北路283号四号楼401
室 邮编：210003 江苏省天
宝装饰有限公司 2021年 9
月6日

招标公告
南京某部副食品招标自 9
月 15日至 21日组织报名，
有 意 者 可 致 电
18951010825李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