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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U和六六的奇妙旅行
南理工实验小学三（7）班 曹艾希

UU和六六都是可爱又勇敢的小女
孩，UU爱唱歌，六六学习好，她们是最
要好的闺蜜。

一天，两个人去野外旅行，她们带
了帐篷、衣服和食物，开开心心地出发
了。可是，走着走着她们迷路了，不久
来到了一片荒野。突然一群怪兽出现
在她们面前，怪兽的耳朵像大大的喇叭
花，六六和UU害怕极了。这时其中一
只怪兽说：“你们别害怕，我们是音乐
怪，只要你们给我们唱歌就可以通过这
里”。UU主动回答：“好呀！我就唱一
首歌吧，名字叫《你笑起来真好看》。”

等UU唱完这首歌，怪兽都鼓起掌
来，“好听好听，我们从来没有听过这么
好听的歌，你们可以从这里过去了。”原
来怪兽真没那么可怕，她们决定留下来
和怪兽们共住一晚。听说两个人要留
下来，它们都很开心，又唱又跳，一起度
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

第二天，UU和六六又上路了，不一
会她们来到一条大河边，河上一座桥也
没有，她们不知道怎么过去，急得团团
转。这时，从水里游来了一群水怪，它
们有着方方正正的脑袋，像个计算机显
示器。水怪说：“我们是知识怪，只要你
们答出问题，我们就带你们过河。”六六
说：“来吧！”

“听好了，第一个问题：南瓜和西瓜
打头，谁疼?”

“头疼。”六六不假思索地回答。
“算你厉害，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小

李有答案偏偏要看别人的答案”
“小李是老师，小李老师！”
“好吧，最后一道题：什么瓜不能吃?”
“像你们这样的傻瓜不能吃，嘿嘿

……”
水怪们很吃惊，从来没有人这么快

答出问题。“小姑娘，你们真聪明！我带
你们过河吧。”

就这样两个人顺利到达河对岸。
她们继续往前走，来到了一片密林里，
她们绕来绕去，都没有找到出口。就在
她们焦急万分的时候，眼前出现了一位
高大威猛的巨人。哇！他足足有小区
楼房那么高，UU和六六吓得腿直哆嗦，
巨人蹲下来和她们说：“别害怕！虽然
我个头高，但我不会伤害人，这里是食
人怪的住处，它有着又长又锋利的牙
齿，我们赶快躲起来。”

“你们为什么在这里呢？”UU和六
六问。

“食人怪伤害我们家人，我们巨人
族要把它抓起来。”巨人说。

这时，一阵轰隆隆的声音传了过来。
“食人怪回来了，”果然，食人怪面目狰狞，
牙齿又长又锋利。巨人大喊一声，其他
巨人一拥而上，把食人怪全部打倒了。

UU和六六一起与巨人们庆祝胜
利，她们一起唱歌跳舞，还一起玩脑筋急
转弯的游戏。第二天，UU和六六决定
回去了，她们坐在巨人的肩膀上，很快就
回到了家。从此，她们和巨人成了好朋
友，还经常去巨人的森林之家玩耍呢。

她们还会发生哪些惊险有趣的故
事呢？敬请期待吧！

点评：小作者通过丰富的想象，为我
们带来了一篇一波三折的童话故事。故
事中有荒野里“耳朵像大大喇叭花”的音
乐怪兽、小河边“脑袋像计算机显示器”
的知识怪兽、密林里高大威猛的巨人，虽
然外表很“怪”，但内心却跟小朋友们一
样，喜欢唱歌、爱玩脑筋急转弯、乐于助
人……多么可爱的一群“怪兽”呀！

——南理工实验小学语文老师 宋
燕玲

我眼中的秋天
南京市芳草园小学四（1）班 袁紫涵

夏日的炎热还没有散去，秋日的凉

爽已经悄悄到来。我们又来到了熟悉
的明孝陵。

秋日的阳光十分明媚但并不刺眼，
阳光透过树缝投在石板路上，留下斑驳
的痕迹。灌木丛的影子像石板路上精
美的雕花。树上的银杏叶在阳光的照
耀下透露出耀眼的金色，就像被镀上了
一层金子一样，可是没有被阳光照射到
的叶子，仍然是绿色的。

我们走过石象大道，来到了翁仲
路。这条路长约250米，路旁8对翁仲
相对而立，有文臣有武官。先入眼帘的
是武官，他头戴甲胄，身披战袍，手持铁
锤，腰挂佩剑，高大威武。后面的是文
臣：头戴官帽，身穿官袍，手持朝笏，双
手紧靠，贴于胸前。尽管600多年过去
了，可他们的表情还是没有什么变化。
反倒是秋阳，为他们增添了一丝温和。

一只蜈蚣正匍匐前行，细细的爪子
排列在身体的两边。人们都说梅花踏
雪无痕，而蜈蚣是踏石无痕。走着走
着，它突然趴在那经历百年风雨的翁仲
的前面，不动了，好像正在参拜翁仲呢！

一阵秋风吹过，带来了阵阵凉爽。
我沉浸在这惬意的秋天里，享受着那一
份独有的美好。

点评：南京的秋天很美，很多人都会
写到明孝陵的最美六百米。而小作者不
仅写了美景，还别出心裁地写了翁仲路
上的蜈蚣，写出了自己的观察和想象。

——南京市芳草园小学语文老师
田鲁芬

乡村的路灯
东台市第二实验小学五（1）班 陈毅轩

听我爷爷说，很早以前，我们这里
的路都是烂泥铺的，更谈不上路灯。村
子里人做梦也想不到，2011年，路灯终
于在村里闪亮登场！

党中央推进沿海大开发，率先给我
们建造公路。沥青铺的路面有四十米
宽左右，横的、竖的不知修了多少条。
每条路都有自己的名字，有的叫新城
路、有的叫弶六路、有的叫通海路、有的
叫迎宾路……

路边每隔五十米就安装了一盏路
灯，个子约有十米高，穿的都是深绿色
的外衣，笔直地站在大路的两边，一字
排开，威严得很，看上去像是保家卫国
的军人。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路灯的
眼睛都睁开了，灯光耀眼，远远望去像
一条火龙在空中跳舞。路灯的光把沥
青路照得如同白昼，连一粒沙子躺在路
面上都看得清清楚楚。

路灯把路牙照得亮堂堂的，路牙有
四米多宽，南来北往散步的人真不少。
有穿着时髦的老人，有活泼乱跳的小孩
跟在爷爷奶奶的后面，有花枝招展的姑
娘，有充满活力的小伙，就连我的老师
也在散步，我赶紧喊了一声“老师好”，
老师连忙转过身来点头致谢。

路边有个跳舞的广场，我和妈妈还
没有散步到广场，优美有节奏的音乐声
就钻进了我的耳朵。我循声望去，有一
大群“阿姨们”在广场上跳起了轻快的
舞蹈，我走近一看，不是“阿姨们”在跳
舞，是“奶奶们”在跳舞，她们跟着音乐
的节奏，脖子扭扭，屁股扭扭，煞是妖
娆，吸引了好多路过的人驻足观看。

港城路向东，一直延伸到黄海海龙
王的“龙宫”，这里有世界自然遗产湿地
——东台条子泥。有了路灯，来我们这
里旅游的人也多了起来。夜晚，站在景
区向西眺望，路灯照亮了整个村子，也
照亮了乡亲们和游客的心。路灯带给
人光明，可它从不向人索取什么，总是
默默地无私奉献，我长大了也要像路灯
一样，做个无私奉献的人。

点评：这篇习作模仿课文《落花生》
和《搭石》的写作方法，思路清晰，层次
清楚，重点写路灯带给人们的好处，详
略得当。全文每个自然段都围绕路灯

写，中心突出，文中多处运用比喻的修
辞手法，吸引读者的眼球。

——东台市第二实验小学语文老
师 常昌冠

我和我的鱼儿们
南京外国语学校初二（6）班 吕梦清

三年前的国庆节，当桂花一团团地
攒成一簇小球开放，桂花那淡淡的清香
味儿一股脑往鼻子里飘时，我对动植物
的热情也被激起了。

我兴奋地买了几株多肉和六条小
鱼，回家的时候，多肉放在车篓里颠啊
颠啊，而小鱼却被我双手捧着，一路精
心呵护着送到了家。我在鱼缸里放了
石头，并剪下一株绿萝放进缸里，还放
了一些小水草，就这样，它们成为我们
家新添的六名成员。

从一开始，每当客厅里有声响时，
它们就慌张地游来游去，到吃完一粒食
后害羞地迅速游走，再到形成了记忆，
只要一有人来它们就在鱼缸旁整齐地
排成一条队，不停地咂着嘴向你要吃
的。的确，它们很馋。但你如果不喂它
们，它们也不会游来游去溅起水花来耍
小脾气。它们就像是一群偶尔会冲你
撒娇，但从不给你添乱的乖孩子。

可是就在一年前，不知是什么原
因，也许是寿命到了吧，它们中的四条
接二连三地死去，我不想也不忍心看着
剩下的两条就这么在我眼前死去，而我
又无能为力。于是，我决定把它们放到
家附近的小池塘里。

那天晚上，我把它俩放在另一个较
小的鱼缸中，小心翼翼地捧着带出了
家。来到池塘边时，我慢慢地、轻轻地
把小鱼缸浸在水中，它俩在小鱼缸里转
了几圈，然后甩了甩尾巴，好像在与我
作最后的道别。突然，就在那么一瞬
间，它们飞快地一同向池塘深处游去
了。我比一个送孩子去上大学的母亲
还要难受，因为它们再也不会回到我身
边了；但我又高兴，高兴它们的新家里会
有更多的伙伴。正当我泪眼婆娑时，一
抬头，一轮圆月正挂在空中。是啊，还有
一个月就是中秋了，它们与小伙伴们一
起过中秋的感觉一定很好，我又笑了。

这一年来，每当我看到空荡荡的鱼
缸和那些石头，想起与它们在一起的美
好时光时，心总会咯噔一下，鼻子不免一
酸。后来，我便把鱼缸放到了柜子里。

上周，我给多肉浇水时，楼下桂花
盛开的清香味儿又被风吹进家里了。
没错，还是三年前的味道！

我又去买了新的小鱼。回家的路
上，阳光暖暖地洒在身上，风温柔地吹
着。虽然已是秋天，但金桂依然飘香，
为这个看上去有些凄凉的季节注入了
生命的活力。我的养鱼生涯也有了全
新的开始。 指导老师：蒋萍

点评：文章由金桂飘香起笔，至三
年后再次闻见落笔，将其间养鱼的经历
生动再现。特别是对鱼儿的描写，形象
活泼的语言将读者带入情境。而小作
者对鱼儿的情感也随着鱼儿的到来和
离开而起伏跌宕，最后又注入新的希
望，真挚自然，不落俗套。从小作者的
文字中可以看出，这是个心思细腻、感
情丰富的孩子。

─南京外国语学校语文教师 洪瑜

迟暮秋色
无锡立信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三年级/L
会计51904 陈舟飞

我竟没有想到傍晚的秋居然如此
热情！

还在望着房屋顶上的天色，一时不
知怎的描述，便开始想象于苍穹之间。

北边的云色是淡淡的银红，没有了
夏日的激情，倒有几分柔和的姿态，但
对于我来说这秋色依然是热情的，她努

力地展露出自己仅有的不算太属于秋
之悲凉的彩色胸怀。

我看呆了，双目不忍离开这伟大的
天幕，就算被小石头给绊了个小踉跄，
也值得自己对自己感慨：这是什么神仙
境界，莫不是大雾淹没了蓬莱仙岛？倒
要摔下去让自己缓过神来！

再去赏形。秋云的淡就是霓裳舞
衣裁下来的边角料，让我想到了某位仙
子用金剪子来裁衣裳，飘飘然的舞衣从
九重天落下，在落下时因为神力或是风
力，停在我们头顶上时，会稍有厚重的
感觉，也有如披帛似的轻盈，还有好比
仙网一样的小魔洞，排列整齐，更有绸
条散飞仿金丝菊花的绽放。这只是浮
想，其实她们无形，若是当做神界仙女，
也可作“翩若惊鸿，婉若游龙”一谈。

我散步极喜绕圈，这样，四面八方的
景色都可以有所感受，而且还是不同的。

西边的天色有一种玉轴画卷的滋
味，她不是古代名画的泼墨细描，也不是
外国艺术的色块调和，那种梦幻美，就应
该是莫高窟内天女罗汉仙佛出场时的
背景。我仔细品味：最高处是大大方方
的朱红，但是没有几片云儿，虽然仅有的
几朵被浸染了，但已没本事和气力去呼
朋唤友，孤零零的，我最终等待她们都消
失。这种渐变色太难说了，没有界限，可
偏偏又不一样：朱红下来是嫣红，是一种
让人想扑上去的温和，能与棉花相比，却
更胜一筹。再镶的是被磨平了棱角的
金色，足够可以让我盯好几个时辰，若是
她不会变的话；比没了棱角的金再淡些
就是掺了水的吧，有个词叫“淡水气”，用
在这里刚刚妙。最后的，就是那个所谓
的冷色调，大致来说，是青，但再想想，则
是会在夜头里会发光的翠绿玉手镯，淡
雅的，就这样被涂抹在天幕上。

临近中秋，玉蟾也来得圆，只是还
缺了点，但是她明亮啊，虽说嫦娥奔月
是个神话，可我还是想要拿个大号望远
镜望着。她在淡霞的天空里散发着独
特的光亮，高贵的，世间独此一盏灯。

又绕了半圈，我面向东边。几棵树
影剪在那里，一动不动，不过可以感受
到丝丝秋风。幽静的画面又让我想到
了什么，是黑森林里的魔幻。几只孤鸟
在飞游，“嘎——”幽长的声音穿在我的
耳边，一只大鸟从身边掠过，只觉黑压
压的一块。面向西边，黑色的剪纸立在
路上，留给我的，只有数不清的孤寂。
我又想到了王勃的“落霞与孤鹜齐飞”，
可这里的色彩不知暗了多少度。再绕
个小半圈，我就站在东西天地的交界
处，并非是规规矩矩的一分为二。西面
的天色只是微微淡了下去，还是没怎么
变，可那东边的天哩，可能是我一脚一
脚踩在了暗器上，随后拉起了淡色的幕
布，一层一层，直到天变成了墨蓝色。
东在呼唤，西在抵抗，右在吞噬，左在坚
守，直到青黛完全地合上。

我上楼了，窗外的路灯亮得也刺伤
了我的双目，还有树荫婆娑，秋风终于
来了，这才是秋日夜晚，但我对于迟暮
秋色依然保持热爱。

季节嬗递，每日变幻，她们都给予
热情给我欣赏。 指导老师：钱晓华

点评：热情的秋景与洒脱的文字，
扑面而来，接着是惊喜连连。“我竟没有
想到傍晚的秋居然如此热情！”劈头一
句，令人眼前一亮！再往下读，是作者
自由的灵魂和奔放的言语让人心头一
喜。“西边的天色”一段，描写极富层次
和灵气，用语看似随意，却有一种“高情
属天云”的“达人”气象。如此秋景，实
属胜景也。

——金陵中学语文老师 顾健

公告信息公告信息

※ 遗 失 ※※ 遗 失 ※
南京珍珠泉旅游经营有限
公司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
遗失，法人梁俊杰，许可证
号 JY23201110100660，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W-PHARMACHEM
COMPANY LIMITED将全套
正本海运提单遗失（提单号
213125413，船 名 航 次
MAERSK LEON/135W ，
箱 封 号 TLLU1223427/
CN9696386， 收 货 人
VETANCO S.A 品 名
BLOWER MIST
DUSTER/NICARB
AZINE/NORFLOXACIN
NICOTINATE / SILICA/
CEFTIOFUR SODIUM 船
东马士基），特此声明该票
正 本 作 废 。 提 单 号:
LESH210907126H，提 单
流水编号:0007108 特此
声明该票提单作废
遗失企业营业执照正副本、
财务账册，单位名称：南京
立信电子电器有限公司。
工 商 注 册 号 ：
320100400004902，声明作
废。
本人胡官宗，律师证（证号
为 ：13201199510534011）
遗失，特此公告。
遗失学生证，王卫清南京体
育学院，作废。
陈传香遗失六合区马鞍街
道 鹭 岛 北 苑 40 号 15 幢
1103 室购房发票，发票代
码:032001800105，发 票
号 ： 07214534 跟
07214358，金 额 ：分 别 为
220000 万元跟 123572 万
元，声明作废。
遗失南京飞利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建材经营部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企合
苏宁分字第 100428 号，声
明作废。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律师事务部曹慧律师的
律师工作证不慎遗失，工作
证类别：公司律师，执业证
号 ：13204201771019852，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张鑫鑫南京广播电视
台工作证，卡号81970声明
作废。
遗失：地铁工作证，持卡人:
岳磊，证号:12102001098,
声明作废。
江苏省省级机关管理干部
学院财政经济管理专科毕
业生谷峻遗失毕业证原件，
编号：940155，声明作废。
江苏省省级机关管理干部
学院财政经济管理专科毕
业生谷峻遗失毕业证原件，
编号：940128，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胡 静
（320113197705203224）遗
失江苏省高级工程师专业
技术资格证书（工程管理），
证号 14580174，发证日期
2014年12月10日。
王程功遗 失 瑄 园 1 号 楼
1002购房发票，镇江良奕置
业有限公司江苏省国家税
务局增值稅普通发票一份
（发 票 联）：发 票 代 码 ：
032001800105， 号 码 ：
57472827金额 231000元，
声明作废。
出生证号码32052995王龙
龙声明作废
遗失苏州华巧林酒店管理
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
91320594MA1WL4WR8
R，声明作废。
南京瀚威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瀚瑞中心 3-1117张
盛 超 编 号:
032001800104 ，发 票 号:
12013654，金 额 ：230000
元。发票号：39101854，金
额 151838 元。发票遗失，
声明作废。
南京童漫秀多媒体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记
证 副 本 ； 税 号 ：
320104075895275；发证日
期：2013 年 11月 20日；发
证机关：江苏省南京市国家
税务局、江苏省南京地方税
务局。特此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