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四氯乙烯高沸物回收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委托重庆集能

环保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承担四氯乙烯高
沸物回收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现该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根
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相关信息已
在公司网站上发布（链接：http://www.cq
tyhg.com/cn/aqhb.asp?id=925）。如需要
了解搞项目详细信息，请登录该网站查询。
建设单位：王工 15095826231
环评单位：林工 15683753231

272980659@qq.com

重庆市大宁河流域水能资源开发规划（修编）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各位公众：重庆市大宁河流域水能资源开发规划
（修编）范围为大宁河干流及其17条支流，本轮规
划新建电站9座，总装机容量26.9MW。本次环评
建议取消规划新建的9座电站，从环境保护角度来
看，优化调整后的规划方案布局是合理的，符合国
家产业政策和相关规划要求，符合重庆市及相关区
县“三线一单”要求，对已建在建电站提出了下泄生
态流量和监控监测等补救措施，对流域生态环境改
善起积极作用，不会造成区域环境质量发生重大变
化，从环境影响的角度分析，优化调整后的重庆市
大宁河流域水能资源开发规划（修编）是可行的。
目前，重庆市水利局已组织完成了《重庆市大宁河
流域水能资源开发规划（修编）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现按《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
定，征求公众意见及建议。征求意见稿纸质件查阅
地址为重庆市水利局办公室，规划影响及结论网络链
接为http://slj.cq.gov.cn。公众在公示期间可通过
信函、电子邮件、传真、电话等方式进行意见反馈。

重庆市水利局 2020年10月25日

◆遗失四川美术学院川美实业公司一丹饮料厂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 98508508）和公章壹枚，声明作废。◆遗失2019.1.8核发的重庆童行开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副本1个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MA6080HP4U 1-3-1作废◆遗失渝中区渝馨现捞卤菜店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副本，编号JY25001030079852，声明作废◆遗失2015.12.17核发的重庆恒远盛亚建材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6MA5U43AN5U声明作废◆遗失2019年09月12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曾庆波(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500104MA60J6497M)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遗失2018年04月17日核发的重庆兀鹫广告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YULP07Q声明作废

重庆卓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500110000007031）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卓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税号500110577970810）、组织机
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577970810）声明作废

重庆信而泰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遗失车辆渝
AQ130X的营运证，证号500105018942，声明作废
重庆信而泰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遗失车辆渝
A8ET22的营运证，证号500105026798，声明作废
重庆信而泰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遗失车辆渝
A5RR79的营运证，证号500105027076，声明作废

遗失2018年04月02日核发的重庆火象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4MA5U6J5G09)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2017年12月13日核发的重庆达纵网络科技工作室(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4MA5YPCC53Y)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2011年05月13日核发的重庆市江津区卓嘉商贸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381000035157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江津区卓嘉商贸有限公司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税号500116576167460），组织机构
代码证正副本（代码576167460）声明作废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九龙坡区白市驿镇第二中学拟向事
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
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20年10月14日
起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刊登
热线 13368336681
遗失·声明·公告·信息广告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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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馐
重庆一中寄宿学校初2022届1班 罗丹 指导老师:宋涛

上游作文

名师

罗敏
重庆一中寄宿学校初

中高级教师，民进成员。
人生信条：“路远心为止，
山高人为峰！”

作为教师的责任，是
教 育 学 生 成 为 有 格 局 的
人，让他们“不戚戚于贫
贱，不汲汲于富贵”，在宇
宙 万 物 中 顶 天 立 地 。 他
们将受传统文化的浸润，
要有“会当凌绝顶，一览
众山小”的广袤视角，要
有“日月之行出其中 ，星
汉灿烂出其里”的阔大胸
襟，要有对“白骨露野无
鸡鸣，生民百遗断人肠”
的 悲 悯 情 怀 。 他 们 或 有
王阳明“经学致用”之治
学态度，或有仰观天日、
俯首躬行的行事姿态，或
有另辟蹊径、独具一格的
创 新 思 维 …… 无 论 达 到
哪一项，足慰师心。

我喜欢故乡的羊肉粉。
故乡，有黛青的丘陵绵延，

有澄碧的三江环拥，有矮房高厦
和交横的街巷——以及处处坐
落的粉店面馆。

仍旧记得，小学的某一次，
我在这街边小店吃早餐。奔进
店里，喊：“我要二两羊肉！”便听

老人利落地应：“好，好，坐嘛！”不一会儿，热腾腾的粉端上了桌。快
要迟到的我，夹起粉条便往嘴里送，便被烫得哇呜乱叫，泪珠泛出。
老人收碗匆忙路过，好笑又担忧：“哎哟，小妹妹莫急嘛，刚好的粉烫
得很！”返回时，放一个小碗和豆浆在我桌上，用粗糙的围裙擦擦手，
冲我笑笑：“喏，妹妹把粉挑到小碗里面噻，冷会儿再吃。太咸了就喝
豆浆！”

店里喧嚣，为这一细微的关怀注入烟火气。晨曦落在他脸上，金
灿灿的。他脸上的笑容，像结满瓜子的葵花，吸满了香香的阳光。

又一天，我再回故乡，再品那暖乎乎的羊肉粉。
仍是那家店，仍是精神矍铄的老掌柜。麻利的动作，亲切的话

语，日常的问候，还有那碗乳白的豆浆，一点都没变。
“小妹妹，吃啥子？”他迎过来，腰背微佝偻，笑得灿烂，像一棵缀

满瓜子的向阳花。熟悉的温暖，涌上心头。
“二两羊肉。”看着他，我不自觉地笑了。
“好，坐吧，坐进来点噻，外面冷。”他依旧为我盛一碗热气腾腾的

豆浆，“现在这天冷得很哪，莫被冻着了哈！”话毕，他又去迎接下一位
客人，笑盈盈：“吃啥子嘛？”

我隐约看到了这几年来的他，忙碌着，笑着，关怀着——每天都
是，一定。一些温度，被他传递给客人，每一位客人。

啊，就是这样人间几缕暖情，暖得恰到好处——早已在我记忆里
蒙尘，一碗羊肉粉，又让它熠熠。

它的美味，更让我难以忘怀。
酱红的羊肉，白亮的米粉，青翠的香菜，蒸腾的热气……不只是

诱人的外貌，香气，也霸道地占据了人们的鼻腔。每一个路过的人，
咽咽口水，向店里张望。我捧起碗，只一口，便沉醉了。我想起浮士
德迟迟不愿说的那句话，就让我说吧：“太美妙了，让这一刻静止吧！”

也不单单是为它的美味。也是想着一个山朗水清的小城，小城
里热闹的小店，以及小店里，热情质朴的老掌柜，便更觉珍重。

仅一碗羊肉粉，我会记住那难以言说的美味，记住那烟火尘世中
最质朴的关怀，记住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温情。我更将记得，迎着阳光
那一碗亮晶晶的羊肉粉，是怎样的动人心弦。

原来，羊肉粉并不单为一碗羊肉粉。吃，也可以是那样浸满温情
的事。

记录成长，让瞬间成为永恒。
养成习惯，让发展不受局限。

提笔写作也许只是老师布置的
一项作业，但上游新闻“作文”活动
却让同学们的作文变得丰富多彩，
趣味盎然。

热爱生活，爱上写作，养成一种
终身受益的好习惯。

助力学习，关注成长，投稿上游
作文，每周六、周日《重庆晨报》中、
小学作文版如期与你相会，期待更
多的中小学生来此展示才华，书写
成长，分享快乐。

作文版主持人：

叶子姐姐
（资深教育记者 黄晔）
叶子姐姐微信号：cqcb99
作文问题咨询电话：63907460
有声作文朗读投稿：
2683093443@qq.com

快来上游

投作文
品好文

作文投稿路径：下载上
游新闻APP—注册—作文
（频道）—填报信息—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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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
重庆市开奖公告
第2020245期

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20年10月24日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
第20105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3 08 12 13 22+04 12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20244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9 7 8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20244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9 7 8 9 5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20年10月24日

浮生未歇，生命无涯
重庆市四十二中学校高三8班 谭理琼

指导老师:刘彦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题记

史蒂芬·霍金说：“我的目标很简单，就是完成我对宇宙的
认知，这包括宇宙为什么是它现在的样子，以及宇宙为什么会
存在。”人生是有限的,但知识是无限的，思想是广阔的。霍金
对物理学的不懈探究以及对真理的热情执着让他成为自爱因
斯坦以来世界最著名的科学思想家和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
家，他的著作《时间简史》更可谓一本高深的理论物理通俗化
的科普经典。

《时间简史》这本书是霍金在1988年编写的，书中主要描
写宇宙的起源与命运。在这本书里，霍金为我们介绍了什么
是宇宙以及宇宙是如何诞生的?抛开他所研究的理论，真理的
演变从海纳百川到化为内修；从探渊索珠到真知灼见；从理论
研究到躬行实践。知识在无限的范围内进行无限的进化。如
同霍金他对知识的追求从不停止。他对知识的追求为停止世
界的进步，思想也在不断的变化，真理如同浮生未歇，思想无
涯一般。

世界的存在，思想的恒变。如同对宇宙的认识经历了亚里
士多德的“地球是静止的”，再到牛顿的“宇宙是静止的”，进而到
爱因斯坦的“时空都是相对的，没有什么绝对时间和绝对空
间”。但他们的假说在时代的演变中都被打破，霍金在《时间简
史》中提出“时空有限而无界”，也就是说时间和空间可能会共同
形成一个在尺度上有限却没有任何边界和边缘的面。宇宙便是
完全自足的，而不受任何外在于它的东西影响。它既不被创生，
也不被消灭。它既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它就是存在。宇宙的
本质就是我们在其中的位置如何，以及宇宙和我们从何而来？
而这所以会成为这样的原因在霍金的《时间简史》中并没有现成
的答案，人类对于宇宙的探索，还只能是假设和推断。我们只能
证伪某些理论的错误，却无法证实某些假设的正确，比如霍金的
黑洞理论、弦理论。所以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无法明确我们在宇
宙的位置如何，以及宇宙和我们从何而来？一切都只是假设，假
说。就如霍金在《时间简史》里提出的人存原理:我们看到的宇
宙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我们的存在。但是我们有什么不同
吗？因此所有的事不过都是偶然发生的，正因为是偶然性，我们
才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未来的结果。无论未来如何，
一切都由我们自己改变。就如爱因斯坦的观点一样，也许生命
没有终点，因为我们的存在决定了宇宙的存在，我们与宇宙共存
共生，即使生命到达尽头，也无所畏惧。

生命的“有穷”，宇宙的“无穷”。霍金所提出的空间论与中
国古代的《金刚经》中的三千大千世界有着相似之处。空间，仍
是一个“无穷而穷”的境界，我们存在于空间之中，生命如恒河之
沙、雾中埃尘渺小到微不可窥，这是“无穷”。反观宇宙之浩渺博
大，却终究逃不过有限外延与最终重复重生于毁灭的宿命，此乃

“有穷”。生命是有穷的，宇宙是无穷的。如苏轼说的“浩浩乎如
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生
命太过短暂的有穷，面对宇宙永恒无尽的“无穷”，是如此微不足
道。进而让我们明白时间的意义，从书中的“无序度或熵随着时
间增加是一个所谓的时间箭头的例子。时间箭头将过去和未来
区别开来，使时间有了方向。至少有三种时间箭头：第一个，是
热力学时间箭头，即是在这个时间方向上无序度或熵增加;然后
是心理学时间箭头，这就是我们感觉时间流逝的方向，在这个方
向上我们可以记忆过去而不是未来;最后，是宇宙学时间箭头，
在这个方向上宇宙在膨胀，而不是在收缩。”可以通过对哲学的
思考与物理的变化来探究来明白时间的含义。霍金的空间论，
它的物理含义是想要探究宇宙，但他的哲学含义是对生命的追
究与时间的追问。将时间与空间两者结合而言，书中提及的无
边界实际上便条件意味着时空在收缩时无序度的继续加成，当
宇宙压缩时，时间的方向也会和膨胀，即现在发生的时间同向。
时间长久的似乎没有尽头的在我们的历史中存在着、流淌着，生
命在时间的河流中飞逝而过抑或虚空久长，让无数生命留下无
限多的遗憾以及希望，以“有穷”之生命来探索“无穷”之境界，这
也便是生命最神奇的地方，而也唯有当生命与时空相互作用、产
生影响，保持着突破这份穷尽的决心，这才能称之为我们所说的
存在的那个时空，称之为“世界”。我们就在这个存在的时空里
追求所想要追求的，生命的最高意义就在于在有限的空间里，有
限的时间里追求最无限的事物。

正如史蒂芬·霍金曾说过的一样：“朝向终点的永恒仿佛无
止境般漫长”。我们在思考中朝向真理而不懈奋进，也许那会是
永无止境般的漫长，但我们仍铭记浮生未歇、生命不息，即使永
恒也并非绝对，不忘初心，终成真理。

人生其实就是一个不断追求地过程，没有终点只有前行!

在我踏进校门的那一刻，我就明白，我再也不是，邋里邋遢的小学生，而
是堂堂正正的“字水人”，而初中的学习方法和作息时间与小学生活的变化，
就是天翻地覆。

以前没有上中学时，心里总是有一种没必要的担心，怕初中学科多，怕
交不到朋友，怕老师太凶，怕这，怕那的，当我踏进校门，见到全校老师并列
两排来欢迎我们新初一的学生，我非常感动，在此见到我们班的老师时，我
前面所有的担心，此刻都在我心里灰飞烟灭了。

在今天上午的开学典礼上，校长和学校其他领导和各班老师都对我们
进行了许多祝贺，因此我感到特别亲切，同时我又看到了校园的独特，让我
的担心感瞬间消失。

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因此，如果人没有理想，没有目标，
心若没有息栖的地方，到哪里都是在流浪，新的学期，新的规则，是成功者必
经之路，所以我的目标是，学习进步，勇于担当，团结同学，成长为担当民族
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让未来更美好，让国家更富强，期待我们34班的同学
能成为和睦相处，互帮互助，团结友爱的大家庭。

击石乃有火，不击元无烟，人学始知道，不学非自然，万事须己运，他得
非我贤，青春须早为，岂能长少年！

穿庭弄树推窗问阁，花落舞弄如絮轻影。竟引心穿溯千古走进李唐。
一卷诗词，偶遇太白。相约并肩闯天下，任剑闯逍遥，“且放白鹿青崖

间，虚行迹骑访名山。”共赏庐山上飞流直下的磅礴，天门山碧水东流的壮
丽；细品洛城里忆故园情的孤寂，将进酒吐露内心的愤懑……装作已醉，令
杨国忠捧墨，高力士脱靴，宫中行乐词笔下，潇潇洒洒。好一个豪放飘逸的
太白！又好一首首豪放飘逸的诗章！大唐诗人皆如此，恣意诗章又何无？

皇宫灯火通明，浪漫与庄严的气质，挑高的门厅和气派的大门，圆形的
拱窗和转角的石砌，尽显出雍容华贵，屋顶上密如鱼鳞的瓦片。御花园的亭
台楼阁之间点缀着奇珍异草，各种奇怪的石头映入眼帘，气势不凡，突兀嶙
峋。亭台楼阁，隐蔽在青松翠柏之中，假山怪石，花坛盆景，藤萝翠竹也点缀
其中。在这金碧辉煌的皇宫，亦不是情之显现？

杨贵妃胜得玄宗宠爱，玉指清扬：音响，音落。真是“此曲只应天上有，
人间难得几回闻。”呀！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
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轮轮转转，时光荏苒。唐玄宗的痴情，杨贵妃的美貌，
最后化成了那股缠绵悱恻的冤仇，马嵬坡下的万念俱灰。一代佳人从手中
流逝。杨贵妃的疼，也只有她和玄宗能体会吧。望那带走佳人魂魄的白绫，
无不透出一丝苍凉之感。“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世事终有一个结束——唐朝将领安禄山与史思明背叛朝，发动了安史
之乱。唐朝内忧外患，朝不保夕，岌岌可危。在相互影响下，这一繁荣切伟
大的朝代被改写，在动荡中，盛唐不复存在。

唐，这个充满诗和情的时代：有像李白一样的伟大诗人，潇潇洒洒，一身
白衣漠了风雪。也有像贵妃和玄宗的有情人，情谊深厚，一抹笑颜暖了寒
冬。有那华丽的宫廷建筑和那独具风味的繁荣昌盛，惊艳流年……

如今的李唐都以随记忆泛黄，时代已铺垫起下个篇章。如今走进唐朝，
却只是走进了过去，只是走进了诗与情的时代。

时光会总会把历史留下的物质磨平，那个时代已然成为记忆。但带不
走的，只能是它的本质——诗与情。

走进诗与情的时代
重庆八中初二26班 黄橙子 指导老师：李安叙

走进新初一感想
江北区字水中学北校区初一34班 马诗语 指导老师：颜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