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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月亮升起来了。多么美丽的圆月
呀！它是那么的圆，就像一个大玉盘似的。
只见那深蓝色的天空突然飘来几朵乌云，把
圆月“切”成了小船和镰刀，最终躲进了乌云
的怀抱。不一会儿，乌云走开了，圆月再次露
出了它的小脸蛋，它是那么的净，不挂一丝云

彩，高悬在湛蓝的天空上。但是在另一边，天
空还留着几朵亮云，几颗性子急的星星早已
坠入亮云。渐渐地，流星、银河也融为一体，
点缀了单纯的夜空。它们就像一条河里的鱼
儿一样缓缓游弋而又互相依靠，就像火和木
头一样，点亮彼此、静静燃烧。

此刻夜空
人民小学四年级二班 王薇童 指导老师：欧阳红梅

他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他是我们班上
男生里最高的一个，长得很结实，他人缘很好，情
商很高。我之所以推荐他，是因为他品德优秀，乐
于帮助同学，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我拿两件事情举例说明一下吧。当时，我
和几个同学在“风雨足球场”上踢球，球要进门
了，一名同学急了，马上冲了过去，一不小心刮
到挡板上的螺丝钉上，被螺丝钉刮了那个同学
蹲了下去，手捂住腿，一副痛苦的表情，看他的
表情可能是受伤了！有同学“嘻——”地开玩
笑，说，“这样都可以受伤！”另外几个同学听了，
也嘻嘻哈哈地笑了起来。我也不禁想笑。

巫天佑见状，马上跑过来，关切地问受伤同
学，你没事吧？他把受伤同学的裤子挽起来，仔
细看伤到哪儿了，刮破了一点皮，受伤同学说没
事。巫天佑坚持要检查一下，他把同学带去校
医室，校医说还好，不是很严重，处理一下伤口
就可以了。天佑抽出纸巾，小心翼翼地为他擦
干净伤口边上的血液，我们见了，羞愧地低下了

头。尤其是第一个笑的同学，更是脸红到脖子
根上去了。

嗖的一声！一支粉笔在课间的教室里飞了
过来，不歪不斜地打在一个同学头上，被打同学
火冒三丈地对扔粉笔的吼，你无不无聊？扔粉
笔的同学见打到人了，赶紧赔礼道歉：“对不
起！”被打同学还生气地骂，“有病……”“我都跟
你说对不起了，你还没完没了了！”那名扔粉笔的
同学也怒了，你一言我一语，两只发怒的“狮子”，
瞪着眼，战斗一触即发。好多同学等着看热闹，
就像看电影大片一样，只差爆米花和可乐了。在
同学们的等待中，巫天佑“金牌调解员”登场！他一
过去就开始劝架，他对扔粉笔的同学说，你首先不
对，教室里不能扔粉笔。要是扔到眼睛怎么办？他
又对被打到的同学说，你也不对，别人都说“对不
起”了就不要再生气了。同学之间要互相包容。
眼看一场战斗，他一调解，就化为乌有。

巫天佑，他就是这样一位品德高尚、品德优
秀的“魅力少年”。

我心中的“魅力少年”
珊瑚浦辉实验小学六年级一班 张振东 指导老师：邹小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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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一个暖心的字眼。
交朋友，对我来说不是一件随便的事，而

是很重要的事。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
黑”。如果跟内心黑暗的人交朋友，自己也会
变得内心黑暗；跟拥有正能量的人交朋友，自
己也会拥有正能量。

举个例子吧。有一个同学总是跟有暴
力、很自卑的人打交道，没过多久，他就变得
越来越反常，先是成绩下降了一些，后来脾气
也变得不好，很容易生气。另外一个同学，虽
然成绩不好，但很喜欢跟成绩好、品德好的同
学玩耍，不久，他不但成绩提高了，做事也变
得仔细、认真，而且对人很有礼貌，不管见到
谁都会主动打招呼。

两个同学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改变呢？
这就跟他们交的朋友有关系，与“正宗”的好
朋友一起玩耍、学习，互相取长补短，以对方
为榜样，自己就会变得越来越优秀了。

我交朋友是很挑剔的。我不跟满嘴脏话
的人玩耍，更愿意与“思想纯正”的人打交道。
有些人虽然学习成绩差一点，但道德品质非常
好，团结友爱又乐于助人，跟这种人交朋友会让
自己感到更加快乐。也有人成绩很好，但骄傲
自满，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我从来不跟这种人
交朋友。成绩好不如道德品质好，做人要向善，
多为别人考虑，这样才能成为真正的朋友。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诚信也是交朋友
必不可少的品质，答应别人的事一定要做
到。如果自己的朋友没有诚信，把秘密告诉
他心里会感到很不踏实，一起做事也无法互
相信任，结果就会很糟糕。

所以，真正的朋友不一定要成绩好，但一
定要有良好的道德品质，诚实守信，大家能够
倾吐心声、相互帮助、共同进步，这样的人就
会成为自己信任的好朋友。

好朋友，就是一生的财富。

朋友
南岸区珊瑚浦辉实验小学五年级一班 徐梓童 指导老师：肖婧

斑马，斑马，你的奥利奥吃多了吗？
脆的脆，甜的甜，给我留一块好吗？
斑马，斑马，你的钢琴课上多了吗？

黑琴键、白琴键，乐曲你都记住了吗？
斑马，斑马，你在路上打滚了吗？
横的线，黑白线，保证人们的安全吗？

斑马，斑马！
人民小学四年级二班 王薇童 指导老师：欧阳红梅

我在家里有一个绰号，叫周家小厨神，为
什么有这个绰号呢？因为我经常在家里做
饭，而且特别喜欢做饭。

先来说说我都做过什么吧。我曾经做过
番茄排骨汤、三杯鸡、桐叶粑粑、炒丝瓜、鸡蛋
饼、熏肉披萨、杏鲍菇炒肉丝、番茄蛋炒饭、黄
瓜寿司、香辣土豆泥、咖喱土豆鸡块、西餐牛
排等……是不是可以说段相声《报菜名》了
呀！

我还有我的独家创新菜——蛋花包肉，
做法虽简单，但是做它的一分一秒都必须十
分注意。火大了，蛋花就会起壳，里面的肉质
也会不好，火小了，外面的蛋虽然已熟，但内
部的肉却会不太熟。

以前，我都是吃别人做的菜，现在变成
我自己做菜了，我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自己
想吃的口味，可以不停地创新。菜做好后，
你会觉得自己做的菜会比别人做的菜更好
吃，你会觉得十分有成就感，因为这是你自
己做的。

做菜有时候也是很危险的。有一次，我
在做西餐的牛排时，牛排内的水分和滚烫的

油混合，发生了激烈的“爆炸”，油溅到了我的
中指上面，我的中指被烫出了一个红色的
印。我还是很小心的，切菜的时候我切得很
快，但从来没有切到过手。

我家里的人都很喜欢吃我做的菜，可能
是他们鼓励我吧，但这也让我很高兴。开始
的时候，我做了很多，不一定好吃。妈妈跟我
说，先少做一点，实验一下，自己先吃吃，再让
大家吃吃，不断改进。当合大家口味了，再按
照人数做很多。通过不断地实践，我的厨艺
就不断提高了。

有人经常会问我为什么我切菜时会这
么熟练，其实这是我的外公教我的，他说切
菜时不要看着手的这一面，要看没有手的那
一面，因为刀切在哪里手自然就会跟着另一
面走。经过多次的实践，我觉得外公说的的
确很有道理，于是我的切菜技术变得特别熟
练了。

这就是我，爱劳动、爱做菜，会做各种菜
的我。我的诀窍是：多尝试，多创新，色香味
都要权衡。如果你们像我一样，说不定也可
以做出可口美味的菜肴哟！

我是周家小厨神
树人小学五年级五班 周杭苇 指导老师：周兴柳

阴雨绵绵的秋天到了，太阳公公总是躲
在云朵背后，一直不肯出来，在地面阴暗潮湿
的角落长满了绿油油、毛茸茸的青苔。今天
吃完早饭，爸爸说，我们去小区采集一些青
苔，种在家里的盆景里，我高兴地说，好呀！

听爸爸说，青苔是一种苔藓类植物，无
花，无种子，所以我们要把它们采集回来种
植。我们来到小区的路边，那里有许多绿茵
茵的青苔，有的长在石头上，有的长在台阶
上，有的长在树皮上……像一张张绿色的小
地毯，摸上去软绵绵的，很舒服！爸爸拿了一
张硬邦邦的卡片来刮青苔。他在刮青苔的时
候特别小心，先从根部向下切，然后再用力往
前刮，一小块青苔就被连根拔起来了。我仔
细观察，发现青苔的表面是翠绿色，靠近根部

的地方是深棕色。没一会儿，我们就收集了
很多块青苔，装了满满的一口袋。

我们把青苔拿回了家，准备种在阳台上
的盆景里。爸爸首先用小铲子把盆景里的泥
土松一松，浇上水，让泥土保持湿润；再把青
苔一块一块贴上去，用手按一按，让青苔和泥
土粘在一起；最后，浇上水，让青苔充分吸收
水分。就这样，青苔在我家住下来了。刚种
好的青苔，表面布满了晶莹的小水滴，像一颗
颗珍珠在闪耀，好看极了。爸爸叮嘱我，每天
记住给青苔浇水，我答应一定要好好照顾它
们。

青苔种好了，我们全家都喜欢这一片美
丽的青苔，它是阳台上一片绿色的云，也是一
道美丽的风景线。

种青苔
高新区实验一小三年级二班 吴博洋 指导老师：胡敏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中等个子。不胖不瘦
刚刚好。皮肤黑黑的，像个外国人。他有着柳
叶似的眉毛。还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他
那大大的脑袋中装满了丰富的知识让人羡慕。
他还有一张灵巧的小嘴，红红的。他唱出来的
歌非常动听呢！

他很喜欢唱歌。附小好声音中，他以优异
的成绩进入决赛。他那婉转的歌喉伴着优美的

旋律，把观众和评委带进了一个美妙的世界。
让人如痴如醉，沉浸在他的歌声里无法自拔。

他的话很多。一天到晚嘴巴基本没停过，
就像口水流不完似的。就拿我们一起坐车来说
吧，要么是猜字谜，要么是猜成语，要么就是成
语接龙。喋喋不休，没完没了，直到他要下车
了，也要抓紧时间说两句。

大家猜猜他是谁？

猜猜他是谁
重庆市南岸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三年级四班 郭思睿 指导老师：高蓉

我看到了很多叶子
银杏摇着金黄的扇子
梧桐张开稻黄的手掌
枫叶是深红的
芦苇在秋天登上了高高的石拱桥顶

爬山虎把房子当成操场
还有一种九个指头的叶子
每个指头上都有清晰的指纹 像兽皮
莲叶蜷缩着
也许它在想念春天

叶之歌
重庆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小学二年级二班 李柯霆 指导老师：周晓梅

早晨，太阳像一个鲜红的火球从层峦叠嶂
的群山中跳出来，耀眼的霞光揭开绿色的大地
上披着的薄薄面纱。山谷里飘出几缕袅袅的炊
烟，几只土狗躺在各家的屋门口懒懒地“汪汪
汪”叫着，天上的鸟儿开始叽叽喳喳地唱着清脆
婉转的歌曲。从高往下看，在鳞次栉比、高低不
一的农房中间，有一栋普通的砖墙房屋，这普通
得不能再普通的房屋，却因为它那满腹诗书而
变得灿灿生辉，它就是全村人都喜欢去的地方
——农家书屋。

瞧，一群可爱的孩子争先恐后地跑向农家
书屋，他们的眼睛里射出兴奋的光，脸上洋溢着
喜悦的神情。进入农家书屋，这里真的是书的
海洋啊！一排排木制书架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
各类书籍，有农业科普知识的、有医疗保健的、
有文史类的、有世界名著，还有孩子们最喜欢的
少儿读物……书屋的一角摆了几套简易的桌
椅，早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坐在那里认真“学
习”了。叔叔阿姨正全神贯注地翻阅那些科学
种植和互联网的书，而旁边年逾古稀的爷爷奶
奶，戴着老花眼镜，正认真地阅读医疗保健的
书。孩子们轻轻地选好自己喜欢的书，有的倚
在书架旁，有的席地而坐，聚精会神地吮吸着书
上的“营养”：有的在看故事书，随着书上的情
节，他们脸上的表情时而高兴、时而皱眉、时而

难过、时而生气；有的在看地理，仿佛自己游遍
祖国的大好河山，游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有的
在看历史，仿佛自己置身于隋唐，见证每一个历
史时刻；有的在看科普书，他们脸上偶尔显出疑
惑不解的样子，一会儿又豁然开朗起来……阳
光透过房屋顶上的几块透明琉璃瓦射进来，照
在书架上、书桌上，斑斑点点，使整个书屋斑驳
陆离。头顶上的吊扇轻轻地旋转着，发出清凉
的微风，扇走了夏季的炎热，使整个农家书屋显
得格外舒适、静谧。

随着夜幕降临，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也从天
而降：村里的孩子成为今年的高考状元，考上了
全国最好的大学！宁静的乡村沸腾了。老人们
纷纷感慨：以前的农村，荒山野岭，缺衣少食，读
书更成了奢望；如今的农村焕然一新，交通四通
八达，人们衣食无忧，最令人满意的是建立了

“农家书屋”。孩子们有了学习的榜样，一如既
往地在“农家书屋”寻找“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
自有颜如玉”的快乐！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它给予了人类无
穷无尽的智慧，给予了我们坚强的意志，还让科
技突飞猛进，给了人类幸福美满的生活。我们
一定要像那些朝气蓬勃、热爱祖国的孩子们一
样热爱学习，热爱阅读，为祖国贡献出自己的力
量，让中国梦得以早日实现。

农家书屋梦开始的地方
长寿区桃源小学五年级八班 周绮芮 指导老师：何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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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瘫重危者全程托护67903369厂房租售
距巴国城19公里工业园，

水公铁交通枢纽旁标准厂房
11.7米层高，10t行车，50年出让
地，2300元/平起，可蒸汽接入
电话：18623049966，023-47633266
转让新牌坊一路餐饮门面
面积180m2，月租金2300元，设施设备
齐全，换招牌即可营业，转让费18万元。

电话13330211051非诚勿扰

美的缘 教师主办11年
68067355也可四海 www.023yuan.com

刊登
热线

18166342955
15320323186

万事通晨
报

广
告

郑重提示：本版只提供信息，不作法律依据，交易前严查相关文件
综合房讯

品牌婚介 尹晓伊遗失恒大御龙天峰8栋102收据1份，收据编
号：yltfh0015509、预告登记费金额80元，yltfh0015
509、抵押登记费金额80元，yltfh0015509、按揭印
花税金额12.5元，yltfh0015509、产权印花税金额5
元，yltfh0015509、契税金额23260.80元，声明作废。
高其平遗失重庆创盈锦玺置业有限公司开
具的央著天域二期4栋27层12号房定金
收据3329444，金额50000元；遗失代收税
费收据2909898，金额26173元；遗失房款
收据4169378，金额89119元，声明作废

叶有林510222196210173556遗失南岸区长生桥镇
正街69、71号的重庆市公有房屋住宅租约，声明作废

荣昌县佳悦菲服装经营部遗失2013年9月10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00226200146959，声明作废

重庆市沙坪坝区凤凰金塘锻件厂遗失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税号:50010620306889X，声明作废。

重庆市江津区质量技术监督
局遗失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7702424775、7503040656
号票据第四联，声明作废。

南岸区一吃香自助餐厅92500108MA5UTW4
D0A遗失金税盘661728544666，声明作废

沙坪坝区佑秀餐饮店遗失餐饮服务许可
证，编号2012-500106-000621，声明作废

重庆福禄满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
失兴业银行重庆九龙坡支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530063481402，账号
346070100100329497）声明作废

陈俊豪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R500357966，声明作废

重庆若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失民
生银行重庆分行营业部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6530038305401，账号
1101012830009806），声明作废
刘天建（510228197502237550）遗失2014年
8月28日缴纳于居然之家二郎店费用单号为：
DS28-1408000325的合同保证金收据（叁万
零玖佰叁拾叁元肆角正）蓝联壹张。现证明以
上单据遗失，原始单据不再作为转款或退款的
有效凭据，仅以此遗失声明为有效凭证。

遗失2017年2月14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王永发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240MA5UBMEY0D声明作废

吴权遗失2015年07月07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营
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0010460588068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为91500105MA5U9BPX13的重庆
海怡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请债权债务人于45日内
到我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海怡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24日

罗嶺不慎遗失二级建造师执业
资格证，专业类别：建筑工程，证
书编号：0031943，发证时间：
2012年10月15日，声明作废。

沙坪坝区老基地火锅店92500106MA5UG
BGX20遗失发票领购簿，即日起声明作废。

遗失2017年2月16日核发的重庆为爱同行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123315841355），声明作废

重庆新兴通用传动有限公司业务登记凭证遗失作废

遗失重庆市金戴斯商贸有限公司在重庆银行陕西路支
行开户许可证正本，核准号J6530005467601声明作废 重庆四联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吴鹏遗失

市政公用工程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一
本，注册编号为渝209171857831，注
册证书编号0143775，声明作废。

重庆宜市机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遗失道路运
输证，渝交运管字500112007401，声明作废

遗失彭语唅2016年4月25日4点57分在南岸区第
三人民医院出生医学证明证号PS00342176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宝港物流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
壹枚（编号5001078018782）声明作废

声明书
我公司承建的 G348江津区德感至吴滩

平安三岔路段改造工程（德感和艾桥至油溪
段），项目工程已于2016年9月20日全面竣
工。本项目部即将撤销，为做好本工程的收尾
清欠工作，请与本工程有业务往来的客户和民
工在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尽快与项目部取得
联系，结清所有工程项目。逾期本公司将不承
担任何经济和法律责任。特此公告

项目部联系人：舒坤会
项目部手机：15823085885
项目部联系人：樊昆
项目部手机：15970668258
监督电话：0791-88330187

周丹华遗失渝AT1509道路运输证渝
交运管渝字500100035448号作废

张建遗失中国农业大学毕业证书，证书
号：100197201106040207，声明作废

李锡昌（己故）之子李田明遗失重庆
南岸区长生镇正街38-6号的《重庆
市公有房屋住宅租约》，身份证号
51022219550317411x声明作废。

公告遗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