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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南京市银城小学五（16）班 吴姝辰

暑假疫情，阻止了我们去大西北见
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脚步，
让我倍感失落。为了弥补我心中的遗
憾，爸爸提议国庆假日带我出去“解解
眼馋”。老爸使出浑身解数，终于联系到
了一家黄山脚下的民宿，于是我们的安
徽之旅便开启了。

汽车行驶在高速上，两旁层峦叠
嶂，连绵起伏，不时可以看见马头墙和
白墙黛瓦的徽式小村落。进入省道、县
道后，房屋逐渐多起来，生活气息更浓
了。家家屋顶架有太阳能设施，门口绿
树成荫，池塘环抱，路两旁到处是农家
乐、养鸡场和当地特产宣传的招牌。爸
爸说：“这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现代化生
活早就走进千家万户，现在的农村人享
受着科技发展的便利，还拥抱青山绿
水，日子过得美着呢。”

到了黄山脚下，稍作休息后，我提
议：“咱们去周边转转吧！”我们发现了
一个名叫“古村落”的地方，神秘的古村
落真是独具特色，村口就是一座很古老
的桥，桥的两侧都没有围栏，桥面上还
长满了青苔，桥下的小河很浅，深度也
只有三四厘米，但河面很宽，桥很长，我
们走了好一会儿才走过去。

真正的走进了古村落，这里到处是
一片绿，墨绿、浅绿、嫩绿、翠绿，绿的发
黑，绿的出奇……几乎所有的一切都是
绿的，溪水、竹林、灌木丛，地上的青苔，
走进去的刹那我感觉太阳都是绿色的，
到处一片祥和，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犹
如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老百姓们利
用当地的自然资源，旅游业非常兴旺，
我们毫不犹豫地决定在此驻留一夜，感
受这朴实、宁静的农家生活。

习近平爷爷曾说过“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真是一点没有错。这次旅
行让我放松愉悦，更让我深切体会到作
为一名中国人的骄傲。我们的国家正在
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而身在其中的每
个人又是何其幸福。

点评：我骄傲，我是中国人！乍看题
目，猜想小作者一定是想抒怀一下作为
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但读着读着，却
情不自禁地被她带入到了“绿水青山”
之中，与她一起畅游古村落，领略一番
朴实、宁静的农家生活……独特的视
角，深刻的感受，为小作者点赞，骄傲！
——南京市银城小学特级教师 王金涛

一朵幸福的花
南京市雨花台区实验小学六（1）班 张馨然

嗨！大家好，我是大自然中的一员，
我是花。我的同类有很多，有粉红的桃
花、雪白的梨花、金黄的迎春花等等。而
我，则是一朵生长在道路旁的小野花。

白天，我站在阳光下，沐浴着阳光，
尽情地感受风景，享受生活。我张开手
臂，迎风摇摆，小草都为我鼓掌；夜晚，
我蜷缩起来，伴着鸟儿的鸣叫声进入甜
蜜的梦乡。清晨，偶尔有几只蝴蝶飞到
我的肚子上休息，她们和我说着飞行时
看到的美景。即使是大风大雨，我也不
向困难低头，我总是用自己瘦弱顽强的
身躯抵抗住这猛烈的风雨。虽然我只能
看见一点儿风景，但我并不难过，我相
信这世界是美丽的。我每天都在过着这
样平凡的生活，直到有一天。

一天清晨，我正在呼吸新鲜的空
气，突然一片漆黑挡住了我眼前的光
明。我抬头一看，一个小男孩伸出手将
要碰到我，我又激动又有些悲伤。激动
的是我可以瞧瞧外面的世界；悲伤的是
我怕自己会受到伤害，不能像往常一样
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只见小男孩将我
从草丛中摘了出来，拿着我的茎在手上
转来转去。过了一会儿，又把我捧在手
心里，我把身体蜷缩起来。男孩或许是
发现了我的不适，便轻声问道：“你还好

吗？你怎么了？”我低声说道：“我离开了
湿润的泥土，变得没了精神，再这样下去
我可能会……”“我知道了！”小男孩一边
捧着我，一边火速小跑。过了一会儿，我
突然觉得自己有精神了，低头一看，我正
站在泥土里。小男孩说：“哈哈，现在你已
经满血复活咯，我玩去了，拜拜！”

从此，我又变成了一朵幸福的花。
点评：小作者有着丰富的想象力，

将一幅幅美好的画面展现在我们面前。
语言生动流畅，脉络清晰，重点突出，在
小作者的娓娓道来中，我们身临其境，
感受世界的美丽。

——南京市雨花台区实验小学语
文教师，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 刘星星

浓浓故乡情
南京大学附属丁家桥小学四（4）班 成若晞

我的故乡南通如东，这里被称作鱼
米之乡，黄海明珠。这里也是我童年生长
的地方，装满了我童年的记忆和乐事。

春天 春天的家乡是美丽的。嫩绿
的小草从河两岸的土里钻出来，嫩嫩
的，绿绿的，小巧可爱！还有可爱的小野
花，五颜六色的，绽放在草丛中，蝴蝶在
草丛中翩翩起舞,使得人不得不多看两
眼，美丽极了！小河里的冰融化了，河水
带着满怀的期待奔向更大的河流。大树
长出了绿枝，生机勃勃地向上生长。

春天的家乡也是要及时采伐的！竹
林的春笋一个个冒出的时候，奶奶总是
要提醒我帮她的忙，因为竹笋要及时地
采伐，一旦过了这个季节，春笋就会变
老，没有那么可口鲜嫩。我们会先用手
试着去拔笋，生长浅层泥土的能轻易拔
出。如果根深的，需要用铁锹去挖。春天
的早晨我们经常趁着露水，唱着歌，愉
快地挖着笋。等手上的篮子装满的时
候，我们裤腿上已经满是泥，脸上也经
常白一块花一块。中午吃着自己挖的
笋，分外香甜！劳动的果实最让人满足！

夏天 夏天的家乡是瓜果飘香的。
初夏时分，家乡的女人们总会在自家的
田里种上黄瓜，番茄，丝瓜，豇豆，香瓜
等各种蔬菜瓜果。等到七月份，绿绿的
黄瓜尾巴上挂着黄色的小花，绿夹着红
色半熟的番茄，从架子上垂下来的丝
瓜，未熟透的香瓜都在向人们招手。叽
叽喳喳的小鸟似乎也提前感受到了瓜
果们的芳香，纷纷过来用嘴巴“偷吻”它
们。家家户户此时就会做一个稻草人，
穿上色彩鲜艳的衣服后再戴上一顶草
帽来吓唬小鸟，栩栩如生。只有这样，瓜
果才能从小鸟的嘴里保存下来。待到8
月，番茄红了，香瓜老远就能闻到香味，
勾出人们的馋虫。

夏天的家乡依然是一幅彩色的水
墨画。池塘里，荷叶像一把把小伞，簇拥
着一朵朵荷花，微风徐来，随风飘动。荷
塘里满是荷花的时候，香飘万里。我们
经常躲在大叶子的绿树底下玩捉迷藏，
一点也不热。玩够了，停下来听风吹树
叶的声音，沙沙作响，这是大自然给家
乡的人们在奏乐!

秋天 秋天的家乡是一幅画，一幅
金色的画。稻田的水稻成熟了，稻穗被
秋风吹成了金黄色并垂下了腰，似乎在
等待着人们的收割！家乡水泥地两边的
大树树叶也被秋风吹黄了，片片树叶飘
到地面上，给水泥路上铺上了黄黄的一
层地毯，走在上面沙沙作响！

秋天的家乡也是忙碌而辛劳的！人
们开着高大的收割机在田里收割，挥汗
如雨的一张张脸孔你总能看到！女人们
笑着也互相帮忙着把一袋袋粮食从收
割机里取出，再用小板车一袋袋拖往家
里的粮仓，空气里弥漫的都是收获粮食
的泥土香气！整个秋天，家乡的人们无
比辛苦，有时深夜也无法休息。满囤的
粮仓见证这汗水的付出是值得的，粮食
需要我们每个人去珍惜，家乡的农民们
值得我们每个人尊敬！

冬天 冬天的家乡是富庶的。经历

了秋收，这时的家乡到处弥漫着一股收
获的味道。你看那挂在房屋门前的一串
串金黄的玉米，麦田里绿油油的一片新
长出的麦苗，再看看那满囤的粮仓和屋
前屋后休养生息的大树，无一不在诉说
着秋天满满的收获！

冬天的家乡是热闹的。随着家家户
户贴上了春联，这就意味着快过年了。
过年是童年的我最喜欢的新衣服和长
辈们的压岁钱；过年是可以开怀畅吃的
零食和随意看的动画片；过年是家家的
鞭炮声此起彼伏；过年是满桌的年夜饭
和亲戚的串门走动；过年是父母不上班
的短暂陪伴！家乡的冬天因为过年而变
得生动而精彩！

这就是我的家乡，一个美丽富饶的
地方！家乡的美好体现的也是社会主义
新农村的崭新面貌！让我们用眼睛去发
现家乡的美，为祖国的强大和繁荣昌盛
作出自己的贡献！

指导老师：李红
点评：在小作者的笔下，家乡的四

季皆有情趣，都有风景，浓浓的故乡情
就藏在其中；挖笋、捉迷藏……这些印
刻童年美好记忆的乐事，更增添了几分
对家乡的思念。而如今，新农村带来的
新变化、新面貌，更是触发了小作者浓
浓的思乡情，美好而又深刻。
——南京市银城小学特级教师 王金涛

画
南京市金陵汇文学校七（21）班 籍梓辰

迈着坚定有力的步伐，我走进了明
孝陵风景区。

一进景区，迎面就是一座古老的城
门，听老师讲解后得知，这便是有着单
檐歇山顶的大金门。有着六百多年历史
的它显得格外古朴。单檐歇山顶下的花
纹如蛇，如波浪，如画卷。檐下一排一排
错落有致的城墙砖，或长，或短，或完
好，或破损，它们都好像在跟我诉说着
这六百多年的厚重历史，站在这么一幅
古老的画下面怎能不着迷呢？

就在我着迷地欣赏这幅画时，一点
点绿色的植物闯入了我的眼眸，定睛一
看，它们镶嵌在砖缝中，微微依附着墙
体，努力地生长着。微风吹过，一摇一
摆，这不就是古老和新生的融合吗？这
不就是一幅绘在历史上的画吗？

这时，妈妈叫住了我，让我在门前
拍张照，我站在大金门下显得如此渺
小，但站着站着我觉得自己高大了起
来。透过城砖的孔隙，我仿佛听到了历
史的呼吸声，我与历史如融合了一般，
大金门着实让人着迷。

赏完了大金门，我继续向前走，一
座棕色的栈桥展现在我的面前。走上
桥，我向下望去，一棵棵高大的法国梧桐
立在马路的两旁，如一个个卫士在守卫
着陵区。站在桥上，我的腰与树的腰齐
平，在葱郁的林木间，隐约可见一座重檐
歇山式建筑，檐顶覆盖着黄色琉璃瓦，檐
下的黄蓝色雕花，瑰丽无比，我被这远远
的画吸引了。加快脚步走下桥，来到它的
身边，只见它四四方方，原来这就是四
方城，也称神功圣德碑楼。走到城墙下，
一排排墙砖展现在我面前，经过多年的
洗礼，虽有残损，但依然坚固。

通过券门，走入城内，一个大石碑
屹立在我的面前，如高山一般，这就是
神功圣德碑。高大的石碑上的字经过岁
月的洗礼已经模糊不清，仔细瞧去，才
可见字的痕迹，那一撇一捺、一点一提，
都如山上的草木，都是对朱元璋功德的
歌颂。石碑被一个似龟非龟的神兽托
起，这个神兽是龙的大儿子，名曰“龟
趺”，它驮着巨大的石碑，却神态自若，
四只脚踏着祥云，昂首挺胸。这样高大
的石碑让我震撼！

我静静地注视着这座石碑，如在欣
赏一幅画，它那么古朴，那么厚重，让我
为之痴迷。

指导老师：周兴青

点评：文章以“画”为题，颇具匠心。
明孝陵现实的风景是画，历史的风景也
是画，而小作者移步换景，流连景区之
中，亦是如画的一景。文章的语言富有
表现力，尤其是写景与抒情熔于一炉，
自然真切，读之有味。

——南京市金陵汇文学校中学部
语文老师，南京市优秀青年教师 李猛

窗 外
江苏省海安市紫石中学紫石花文

学社 洪诗泽

晨光熹微，天边泛出了鱼肚白。在
这清爽的清晨，我像往常一样，捧一本
书，拉开窗帘，推开窗户，闲倚窗头。

低头，是书中的万千世界；抬头，是
窗外的烟火人间——

“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
程……”汪国真的文字一击一击地敲打
在我心上，我细细品味着，慢慢体悟着。

恍惚间，一连串声音陆续从远处传
到了这四楼小屋中。“卖包子了，卖包子
了！”“正宗的家养鸡！正宗的家养鸡！”

“孩子快点，再慢就赶不上那趟车了！快
点！！”……窗外，这声压着那声，这声接
着那声，此起彼伏。

我索性放下书本，向窗外的更远处
望去。河对岸，辛勤的环卫工人正挥舞
着扫帚，树叶在空中划出一道道优美的
弧线。街道两旁的店铺都早早开门了，
最早的卖豆浆、油条、茶叶蛋的铺子前
已经挤满了人，一切是那么欣欣向荣，
充满生机与活力。

靠着河的景观处，绿道上，一队队
年轻人在小径上晨跑。同栋楼的老人在
健身，细细瞧去,只见秋风轻拂着他那
黝黑、早已被岁月磨平棱角的脸庞，沉
着的目光中，仍然能看透他那清澈见底
的心灵，时刻挂在嘴边的笑容让我的心
被温暖包围了。

看着，看着，我突然再次想起汪国
真的那句：“只要面带微笑，春天就与你
常在……”

午后，天空蔚蓝成海。我向外望去，
望着那葱茏大树,树荫倒映在地上，阳
光撒了欢似的投向树荫的间隙。小径依
然长得没有尽头，骄阳正好。风过林梢，
吹拂过我的脸，像妈妈的手抚摸着我的
脸庞，我陷入了甜美的梦乡。

入夜，天微凉。窗外闪着星星点点
的灯光，忽明忽暗。我起身去看，河沿上
的灯带仿佛连着天边，看不到尽头,照
着河面波光粼粼，许多行人在河岸边散
步。一叶无人的小舟，随着水波缓缓向
前移动。忙碌一天的人们，放下了一天
的烦心琐事，尽情地享受着这夜生活，
这慢生活。……

这扇窗就犹如一个画框，窗外的画
记录了每日的点点滴滴,而生活的美好
也往往蕴含在这些平凡的，行云流水般
的烟火之中。

窗外，是烟火人间！回到房间，躺在
床上，看着窗外。依稀间，我发现这充满
着温馨的人间烟火气不也是大自然赐
予我们的一本书吗？不也更值得我们去
品读和回味吗？

指导老师：崔益林
点评：全文行云流水般地写出了窗

外的烟火人间，多处比喻的描写匠心独
运，在写出生活气息的同时又平添了几
分诗意，可见作者对生活的热爱。

结构完整，条理清晰，详略结合，整
篇文章读下来非常顺畅，一气呵成。

——江苏省海安市紫石中学语文
教师，江苏省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文
学社首席指导老师 崔益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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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15951803813
六合区电话：13770889941
高淳区电话：18851706055

中山门大街699号马群花园城
电话：13813874450
江宁区电话：18913398444
溧水区电话：17715255635

扫码自助登报

公告信息

※ 公 告 ※
注销公告：南京爱四一电子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
于 2014年 7月 7日决议解
散公司，并于同日成立了公
司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
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联系人：丁建国 联系
电话：18105161655 地址：
徐州市中枢小区 4 单元
502室 邮编：210000 南京
爱四一电子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清算组 2021 年 10 月
12日
江苏天之杰国际货运有限
公司减资公告 根据2021年
10 月 11 日股东（大）会决
议，江苏天之杰国际货运代
理有限公司拟将注册资本
从650万元减至5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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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天之杰国际货运有
限公司 2021年 10月10日
公告 现对 宿迁市振兴水利
工程有限公司 开发（承建）
的 盱眙公路养护应急中心
库房 项目进行无拖欠工程
款和农民工工资及在盱眙
无其他在建工程情况公示，
如有拖欠及其他在建工程
问 题 请 拔 打 投 拆 电 话 ：
0517-88267997，若未收到
欠薪投诉，公示期满后向申
请单位全额退还农民工工
资保证金。
江苏美栎园林绿化有限公
司减资公告 根据2021年9
月 16日股东（大）会决议，
有限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5000万元减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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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美栎园林绿化有限公
司 2021年 10月11日
南京苏室家具有限公司减
资公告根据 2021年 10月 12
日股东会决议，南京苏室家
具有限公司拟将注册资本
从 1000 万元减至 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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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 室 家 具 有 限 公 司
2021年 10月 12日

※ 遗 失 ※※ 遗 失 ※
遗失顾梦文南京艺术学院
学 生 证 ， 学 号 ：
B200806022，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