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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
对生命的辜负

——题记

我家 17楼的露台有一个小花
园，那是爸爸别具匠心打造的“私
人空间”。

春日，缓缓流转的阳光渗入，
整个空间充满了阳光的味道。三
角梅开得热闹而绚烂，像是在露
台上敲锣打鼓。桔子、黄皮和柠
檬，各种花竞相开放，一片芬芳让
我陷入短暂的美好，让我肝胆晴
和，心脾舒畅！

那些花朵含笑望着我，一个学

习上忙碌的初中生，终于在星期六
的上午停下匆忙的脚步，无所事事
地流连在小花园里，任阳光和花香
将我裹紧，驱赶着丝丝缕缕的疲
惫，一点点抚摸着内心看不见的伤
口……

我急于想知道，怎么这么快，
那些花儿就都开放了？我对着正在
看书的爸爸喊道：“上周日我回校
之前，那些桔花苞细小得如同小米
粒，怎么这么快就开了？”

爸爸走过来说：“每一朵花开都
努力吸收了雨水，都经历了黑暗、煎
熬、挣扎、努力，都需要推开压在它
头顶的万千重荷，才能和阳光相遇

在蓝天下。”我看着掉满一地的小桔
子问道，“那为什么这些小桔子还在
花开的过程中，就掉落了呢？”“肯定
是它吸收的不够，太弱小，才被雨打
风吹去”爸爸补充道。

我思考着爸爸的话，放佛也听
到了那些花开的声音——“只有蓄
积力量才能尽情绽放”。它驱散了
我心头笼罩的迷雾。就在前一刻，
我还在为一次考试的全面溃败而
黯然神伤。我仔细反思，我一直是
个没有学习力的孩子，学得太被
动，这个结果也就是必然。想想爸
爸一次次的千叮咛，万嘱托，在我
这里都是风过无痕！想想老师再三

强调的知识点，我总是一错再错！
语文老师多次的细心劝告，让我练
好字，我从来都不引起重视！那些
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
负啊！再不发疯，就真的来不及了。

这一刻，我若有所悟，是的，那些
盛开的花朵，它们此刻的丰足与惬意
是它们经历的赠予。风儿可以吹走一
张大纸，却吹不跑一朵盛开的花，因
为生命的力量是无法估量的。

我贪婪地呼吸着花朵散发的
芬芳，一口一口，感觉心中积蓄的
力量也在缓缓洇开来，我坚信我若
盛开，花开不败！

指导老师：雷娟

我已经不记得何时被安放在
这里，或许是前几年播种的季节。
我身边有很多的同伴，它们和我一
样站在这无尽的原野守望那稻花
的盛开。

我的主人是位五十多岁的大
叔，皮肤黝黑，脸上总是洋溢着朴
实的笑容，深深的皱纹里经常镶着
丰沃的泥土。

春天，当水流冲破严寒的束
缚，燕儿向北方掠过的时候，主人
常常踏着晨曦的露水，扛着坚实的
锄头，头戴破旧的斗笠，开始一天

辛勤的劳动。他的影子被朝阳扯得
变形，有力的双手不停地挥动着，
播散下幸福的种子。烦人的麻雀总
是在这种时候拢人，我便挺起我的
胸脯，露出狰狞的面貌，驱赶这些
贪吃的动物。当一天的劳作结束，
主人临走前不忘叮嘱我一声：“好
伙计，保护这里的任务就交给你
了。”这时我便抖抖我充满稻草的
身子，向他示意。

在炎炎夏日，烈日炙烤着大地
和生灵，稻苗们都渴得直不起身子。
我在田边焦急地等待那朝霞下的人

影，望着干瘪的禾苗却无能为力。终
于，在刺目的骄阳下出现了一道身
影，正火急火燎向稻田赶来，不出一
会儿功夫，汩汩的河水便涌进了田
间，禾苗们如获新生，纷纷抬起了
头，向主人表示感谢。主人正靠着我
的腰杆小憩，而我矗立在这原野，静
静注视着沉落下去的夕阳。

微风送来金秋的桂香和各种
果实酝酿的香气，在渐凉的风中，
稻苗们纷纷吐出了酝酿的花苞，香
味随微风越飘越远，润人心扉。我
贪婪地吞吐着自然的气息，自豪地

向同伴们宣告：“看！多浓郁的花
香，今年肯定又是收获的季节。”仲
秋，禾稻的香气混着阳光的敦厚朴
实充满主人的粮仓。我会心一笑。

迫近严冬，新鲜的稻秆又进入
我的腹中，奖励我一岁的劳动。

我只是一个稻草人，不能为这
一方土地带来多大的改变。不过，
我很幸运，能在这苍茫孤寂的田野
边守望一次次的花落，花开……

见证生命的沉寂与新生，寒来
暑往，冬去春来……

指导老师：程学娇

是春。花开满了城市。
我和石子健是无话不说的好

哥们。那天我们玩的都很开心，同
卧在一张床上，眼中闪着最耀眼的
光芒。

“我们是好朋友对吧！”“对！”
我们两个又在嬉戏中说出了这句
话。

“我马上要走了。你……”他怯
怯的低下了头，不敢看着我。

“你又开这个玩笑了。”我有点
着急了，脸上挂着的不再是微笑，
他眼中有疑惑，有不安。“我没开玩
笑。”他说完似笑非笑的笑了起来。

那天以后，他走得无声无息。
正如他悄悄地到了我的生活中，又
悄悄地离开了我。他问过我一切，

我回答过他一切。我
以为我们会一直到永

远，我以为我们还能犯傻的做白日
梦，我以为我们可以拥有同样的理
想。他走的那天，我并不知道是哪
一天。可能是忘了，可能是不记得
了，可能是记不清了，可能是根本
没有过那天，可能我根本不知道是
哪一天。

我走到了当初的那片童真的
天地，他告诉过我“我只要有能力
回来，我一定一定回来看你”我到
现在还记得，毕竟在小时候记得的

东西不多。我认为它给他心中种下
了种子，我不知道在不断增长的岁
月厚土中那颗种子有没有被淹没，
但至少我知道，它曾经有过，它曾
经存在过，那就是给我最好的馈
赠，对于这份友谊，我觉得是我不
长的人生中最深刻，最难为的一种
经历。

我希望我能等到花开的那天，
我珍爱我所遇到的所有！

指导老师：甘逸

在我家附近有一条岐江河，曲折蜿蜒流淌，
它流经石岐凤鸣路的兴中广场。广场上朝西一
幢楼的楼顶建有一座巨大的摩天轮，是中山市
的地标性旅游景点。如果从高处往下看，岐江河
仿佛像一条眉毛，摩天轮好像是一只大眼睛。

我经常路过兴中广场，望着巨大的摩天轮，
心里想，如果有一天我坐上了摩天轮的最高点，
俯视着下面的风景，那会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呢？

3月 17日，我参加了报社举办的小记者活
动，体验坐摩天轮。来到现场，我们集合好了，工
作人员向我们介绍摩天轮，他说：“这个摩天轮
高 108米，有 36个座舱，一个座舱可以坐 8人，
转一圈大约要20分钟。”

听完了讲解，我迫不及待地想上去体验。老
师把我和6个小朋友分成一组，坐上座舱。摩天
轮关上门，慢慢地转动，我看到外面的物体逐渐
变小，大树就成了一棵棵小树苗，路上的汽车变
成了一只只七星瓢虫，行人变成了一只只小蚂
蚁。我再往前望，那一栋栋楼房变成了一堆积
木。到达最高点时，我伸头向前俯视岐江河，它

变得很细小，像一条细细的溪流。我犹如变成了
童话中的格列佛，来到了小人国，我变成了一个
巨人，感觉真美妙！

我们都很兴奋，高兴地欢呼着，叽叽喳喳地
说个不停。

座舱慢慢下降，所有的物体都变回了当初
的样子，我离开了小人国。

白天，体验摩天轮是这样的感觉，那么在夜
晚看摩天轮，它会是怎样呢？

到了晚上，夜幕降临，摩天轮亮起彩灯，一
闪一闪的，发出各种各样的光芒，有红色、橙色、
黄色、绿色、蓝色、紫色等，五彩缤纷，从远处看，
它像一枚会发出梦幻光彩的宝石，那么迷人，难
怪会有这么多游客来参观。

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摩天轮都很美丽，值
得欣赏，我都很喜欢。

在英国伦敦也有一座摩天轮，人们叫它“伦
敦眼”，是出名的旅游观光点。中山岐江边的摩
天轮也很美，可以与“伦敦眼”媲美，如果你想体
验坐摩天轮，欢迎来中山，你一定会大饱眼福。

春天万物复苏,是一个欢乐的季节,可是小
河宝宝却伤心地哭了。哦？原来小河宝宝变黑
了,变臭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只见小河宝宝泣不
成声地对小草贝贝说：“从前我美极了,清……
清清的河水,呜……小鱼小虾都是我……我最
好的伙伴,它们会和我一起玩……玩猫猫,它们
喜欢躲在我的身体里,我们一玩就是一整天。夏
天,一群可爱的孩子跳进来,我轻轻地抚摸他们,
他们开心地打水战,玩耍嬉戏……让我快乐地
度过每一天。”

小草贝贝插嘴说：“如今为何变得如此难
看,又脏又臭呢？”小河宝宝无可奈何地说：“是
人类,他们有了车,便到处去郊游,不知道保护环
境,动辄一大堆的垃圾就扔到我这来。附近的人
都不把我当河看了,孩子们再也不来了。”

“人类，请还我清洁和快乐!我不想变成垃
圾沟!”小河流着眼泪对着天空痛苦地呐喊……

指导老师：李秋红

生命就像海洋,只有意志坚定的人，才能到
达彼岸。通过这次参观，我才真正体会到了这句
话的真正含义。

那次,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黄山参观迎客
松，看到迎客松，我暗暗感叹，它居然是生长在
悬崖峭壁上的,但它并没有感叹命运的不公，而
是不屈向上、茁壮生长。我的眼前不禁浮现出这
样一个情景：在岩石缝中掉进一粒种子，过了几
年，长成一棵小松树，这松树就是迎客松。

转眼间，夏天到了，太阳炙烤着大地，许多
植物都枯萎了，温度达到了 40度，有时甚至连
续十几天不下雨，可这棵迎客松坚持向上生长，
克服了炎热。希望有一场雨来湿润自己脚下的
泥土。偶尔虽然也盼来了一场雨，但却是加上台
风的暴风雨！但迎客松依然与台风作斗争，将根
扎得更深了，这颗迎客松就这样艰难地熬过了

夏天。冬天来到了，风凛冽地刮着，但迎客松顶
着风，继续活了下去，而雪却被它所激怒了，要
将迎客松压倒。但迎客松坚持与雪做对抗。春天
到了，雪融了，迎客松的叶子更绿了，因为它克
服了所有人间辛酸。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经历
了几百年的风霜雪雨，迎客松长成了一棵大松
树。后来，人们修建了一条上山的路，从此，上山
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因为，这棵迎客松是那样苍
虬挺拔、云遮雾绕 。于是，人们便称它为“天下
第一松”。

是啊，如不见风雨，何得见彩虹，如不经锤
炼，怎能成钢铁！生命的风帆并不会一帆风顺，
只有勇敢去面对事实，你才能取
得卓越的成绩。

指导老师：卓越教育恒基校
区 涂冬敏

春游紫马岭
石岐中心小学二(2)班 赵心诚

春风吹，小鸟叫。
船儿走，鱼儿游。
青草绿，花儿香。
山坡陡，宝塔美。
弟弟跑，妈妈笑。

花开的力量花开的力量
纪中三鑫双语学校初一（32）班 周培恒

守望花开 广东博文学校 初三（6）班 冷文华

希望能等到那天 小榄镇永宁中学晓笛文学社 卢骏杰

岐江边的“大眼睛”
石岐区杨仙逸小学五年级 林和璋

小河哭了
石岐第一城小学三（3）班 范晓倩

生命，生命
卓越教育恒基校区 五年级 马铭皓

●报警电话：110
●火警电话：119
●医疗急救：120

■中山市东升镇钛元五金厂遗失已开具的增值

税专用发票 1份，发票代码：4400183130，发票

号码：32061915，特此声明。

■宇航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遗

失电子营业执照，特此声明。

■中山市小榄镇旺辉塑料电器厂遗失银行开户

许可证，号码：J6030031319102，现声明作废。

■中山市骏诚人才开发有限公司遗失劳务派遣

经营许可证正本，编号：442000170005，特此声

明。

■谷敬涛遗失电工证，证号：44200100043120，

特此声明。

■中山市黄圃镇凌健电器商行遗失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号码：粤地税字440823198305145638，

特此声明。

■中山市保友办公家具有限公司遗失已填开的

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份（抵扣联、发票联）,发

票代码：4400182130，发票号码：09235874，特

此声明。

■中山市南朗镇小师妹饮食店遗失食品药品经

营许可证，号码：JY24420200087763，特此声

明。

■中山市三美电器有限公司遗失工商银行支票

2 份，号码分别为 75446873、75446874，现声明

作废。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山中心支公司

因快递原因导致遗失客户欧结金保险服务增值

税普通发票一份，发票代码：4400152320，发票

号码：07215772，现声明作废。

欧佩玲应还款通知
请欧佩玲即还你在2011年5月22日立借据向

我所借的人民币陆拾万元整（小写600000元）及利
息，此款是你欧佩玲当时指定我黄生于2008年-
2009年在农行汇给你女邓泳文的三单款共计60万
元。

黄少强（电话13532088163）
2019年4月15日

声 明
温莉莉、徐秋茎是位于中山市东区博爱路朗晴

轩七幢5卡的房屋产权人，于2017年02月10日与
联合十五分电子商务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房
屋租赁合同，将该房屋租给其作为联合十五分电子
商务连锁股份有限公司朗晴轩药店（负责人：覃春
霞），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6731436395的
经营场所。现声明解除与联合十五分电子商务连锁
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收回该房产的
使用权。特此声明。

声明人：温莉莉、徐秋茎

终止兑付公告
中山市金城汽车修配有限公司(含中山市金城

汽车修配有限公司汽车美容养护分公司)因内部运
作原因，计划自2019年5月15日起停止商业预付
卡业务。请未办理退卡手续的顾客，尽快到本店办
理现金退还手续，兑付截止日期为2019年5月14
日。办理地点：中山市金城汽车修配有限公司，中山
市黄圃镇兴圃大道西51号。联系人：林小姐，联系
电话：0760-88778330。

中山市金城汽车修配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5日

关于开展2019年中山市
安排残疾人就业年审的通告

各用人单位：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

管理办法〉的通知》、《广东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和广东省《关于开展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年审征收工作的通知》等规定，2018年度有安排残疾人就业的中山市行政

区域内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含省、境外驻中山单位），在2019年6月

30日前到各镇区年审点申报年审。逾期不申报的，按没有安排残疾人就业。

特此通告。

咨询电话：88804433

中山市残疾人联合会

2019年3月1日

广告资源经营权租赁公告
买卖资产就上中山产权交易网

一、项目编号：190300G0ZL08。
二、出租标的：中山市政府第二办公区停车场西面墙体户外广告牌（编号QG8）租赁

（标的出租底价、竞标保证金、使用年限详见网站公告附件）。
三、承租资格条件：中国大陆境内依法注册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法律法规、政策、行业规定的其他

条件。
四、公告起止日：2019年4月15日至2019年4月26日。
五、受让意向登记地址及联系人：中山市东区兴文路13号帝璟东方园7至12幢二层28卡至31卡中

山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产权交易服务窗口。联系人：黄先生，电话：0760-88226231。
请有意向的投资者登录中山产权交易网：http://www.zhshcq.com/了解该交易项目的详细内容和

下载相关表格。
中山市停车场建设经营有限公司

中山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5日欢迎 业务委托来人

来电

中山产权交易网信息公告
买卖资产就上中山产权交易网

一、租赁项目：中山火炬开发区科技东路35号之一的电子基地生活配套区综合楼第
6卡商铺、中山火炬开发区科技东路35号之一的电子基地生活配套区综合楼第13卡商
铺、中山火炬开发区科技东路35号之一的电子基地生活配套区综合楼第11A卡商铺。

二、租赁底价、租赁面积、租赁期限详见中山产权交易网。
三、承租条件：1、承租方须为中国大陆境内依法注册、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或中国大陆境内具有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2、保证金：详见中山产权交易网。
四、租赁项目按现状出租，实际面积以最终测量为准。
五、承租意向登记地址及联系人：中山市东区兴文路13号中环商务街二楼中山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

司。联系人：贺小姐,电话：0760-88800181。
请有意向的承租者登录中山产权交易网：http://www.zhshcq.com/了解该租赁项目的详细内容和

下载相关表格。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开发有限公司

中山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5日

名称：中山市壹团粤剧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MA4WB5HY3X
住所：中山市东区起湾道宝利大厦八楼H座之七
法定代表人：周成趣
核准日期：2017年03月21日
成立日期：2017年03月21日
副本编号：1004279875、1004279876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副本2本
现声明作废。

名称：中山市阜沙镇阳光之家小食店
注册号：442000603579555
经营场所：中山市阜沙镇阜沙村一队长兴街51号
经营者姓名：罗泽萍
核准日期：2015年11月09日
成立日期：2015年06月11日
正本编号：0000858924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正本
现声明作废。

名称：中山火炬开发区财林小小串食店
注册号：442000600406394
经营场所：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张家边康怡路湾记涌第一区第
一卡
经营者姓名：宋江林
核准日期：2014年06月17日
注册日期：2004年11月05日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正本
现声明作废。直接办理：中山日报大楼一楼大堂

电 话：88238331 88329127
刊登时间：周一至周五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8：30-12：00，14：00-17：00

遗失营业执照公告
以下企业的营业执照遗失，现声明原营业执照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