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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 妈 妈 一 起 去 做 陶
艺，做了一个大碗，别提有
多高兴了；参加学校的义
卖活动，卖西瓜丸子果冻，
大受同学的欢迎；爸爸送
了一个生日礼物——一辆
自行车，但是不会骑，小记
者在爸爸教导下，收获满
满；想把鸡蛋竖在桌面上，
试了几次，虽然没有成功，
但 是 也 学 到 了 一 个 道 理
……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小
记者的趣事吧！

做陶艺
宁波市曙光小学401班
徐嘉璐（证号2018144）
指导老师 潘唯

星期天，妈妈带我去书城看书，发现对
面有做陶艺的地方，我进去看到有很多陶瓷
放在柜子上，有碗、花瓶、香烟缸、茶壶……
好看极了。

那里有很多小朋友在做陶艺，于是，我
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首先我拿起一块泥放
在转盘上，把泥土底部一圈按成小花边的形
状。转盘转起来了，我用双手把陶泥轻轻地
包住，在陶泥上加点水，然后将手移到陶泥
的顶部，用两个大拇指慢慢地向下压，挖开
一个小洞，把洞口一点点向外拉，再用手做
成鸭子的嘴巴形状。

接着，我轻轻地把陶泥从下往上拉，变成
一个酒桶的样子。我再慢慢地用手指把它拉
开来，变成一个盘子的形状，中途时不时地在
陶艺上加水，反复做两次，碗的形状就出来
了。最后，给碗涂上颜色，等待那边的老师把
我的作品去烤瓷，烤完就能拿回家了。

我拿着自己亲手做的陶艺作品，心里别
提有多高兴了！

有趣的义卖活动
鄞州区姜山镇茅山小学501班
孙寅莹（证号2017282）
指导老师 王盈盈

“瞧一瞧，看一看啦，鲜美的西瓜汁来
了，快来购买呀！”一位同学在桌前大声吆喝
着……学校的义卖活动开始啦！

体育馆里放着一张张桌子，同学们如潮
水般涌了进来。

义卖的售货员早就准备好了食物，巧克
力和草莓在蛋糕上的碰撞，散发着诱人的香
味；翠绿的生菜与鲜红牛肉的激情碰撞，让棕
色汉堡有了清新的色泽；西瓜丸子和果冻的
搭配，让甜美溢出了摊位……

我们班长陈效妍吆喝着：“快来买呀！
西瓜丸子果冻来了！”周围的同学们都被吸
引了，纷纷走到了我们的店铺前，我和另一
个同学一边卖，一边收钱……陈效妍喊得
喉咙哑了，脸也红得像一只苹果，但她却依
然兴趣十足，完全不知道疲倦！看我们班的
摊位前有这么多的顾客，都筑起了一面人
墙……

最后，在我们的欢声笑语中，义卖话动结
束了。

我学会了骑自行车
鄞州区姜山镇丽水小学501班
徐欣瑜（证号2012131）

每次看到同伴们在公园里骑自行车，我
也好想跟他们一样，在公园里自由穿梭。可是
我不会骑车，也没有自行车，爸爸决定给我买
一辆作为生日礼物。

几天后，一辆粉色的自行车出现在我的
面前，我既开心又担心，因为我还不会骑。爸
爸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主动过来教我：他先
让我坐在自行车上，一边扶着车尾，一边说了
一大堆骑自行车的要领。

爸爸用力地在后面推，慢慢地，我骑顺
了，可是重心不稳，车子老是东倒西歪。正当
我骄傲的时候，爸爸突然放开了手，结果我被
狠狠地摔在了地上，膝盖磕破了皮，我大哭了
起来。爸爸一边安慰我，一边鼓励我：“没事
的！爸爸小时候骑车摔的次数比你还要多呢，
多摔几次就会骑了，要对自己有信心。”听了
爸爸的话，我鼓足了勇气，擦掉眼泪，站了起
来，告诉自己能行的。

我再次登上了自行车，虽然又摔了几次，
但我不会放弃……现在，我车技越来越好，也
能像其他同学一样在公园里骑车比赛了。

通过这件事，我知道做什么事都要坚持，
要有耐心，坚持就是胜利。

竖鸡蛋的尝试
鄞州区邱隘实验小学505班
项月（证号2017388）
指导老师 朱小芬

真是匪夷所思，生鸡蛋竟能竖立在另一
个鸡蛋上，竖在灯泡上，甚至还能竖立在玻璃
杯口的边沿上。这可不是说着玩的，这是电视
台播出的一个真实的表演。

我忍不住也想亲自尝试一下。我拿出一
个鸡蛋，尝试着把一个鸡蛋竖立在桌子上。这
应该是竖鸡蛋中最简单的一项了。

我先端坐在椅子上，双肘平放在桌子的
边沿，然后分别用双手的拇指和食指轻轻地
夹住蛋，竖立起来，再慢慢地、稳稳地往桌面
上放，此时，我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四个
指头所夹住的鸡蛋上，丝毫不敢放松。慢慢
地，我觉得鸡蛋已经很正地立在桌面上了，四
个指所受的来自鸡蛋的重量也差不多少了，
便尝试着松开手指，谁知，四个手指还没完全
张开，鸡蛋就已经倒下了。

我试了多次，也没有成功。看似简单的
事，背后也要付出很多努力啊！

光盘行动
宁波市镇安小学307班
罗赞(证号2010511)

垃圾分类
鄞州区惠风书院212班
詹焓(证号2016694)指导老师 王姣姣

趣事分享
畅游海底世界

鄞州蓝青小学402班
孙问耕（证号2021029）
指导老师 童优佩

天气可真热啊！在未来世界，我坐在
“自动调温椅”上，仍觉得非常热。我心里
想：“一定要找一个既好玩又很凉快的地
方。对了，海底一定很好玩，又很凉快！”于
是，我约了几个好朋友一起去玩。

我先从抽屉里拿出了迷你氧气瓶——
“龙珠”，接着又从箱子里拿出了潜水服，它
能自动控温，还能自动减压，又从宝箱里拿
出定制的防水探照灯，还从床底下拿出防
水“鱼语翻译器”，最后又从书包里拿出防
水照相机。准备完毕，我们就坐着海底游览
车，到离海面3000米的海底去游览了！

我们首先来到了海底森林。各式各样
的珊瑚在海底翩翩起舞，美丽的小鱼在海
底游来游去。这个时候，我们打开了“鱼语
翻译器”，机器上有了一些奇怪的声音，原
来是附近的鱼发现了一个定时炸弹，正在
拼命逃跑。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只有五分
钟了，我拼命地向前游去，游到了定时炸弹
旁，迅速掏出了剪刀，剪断了线，可是定时
炸弹还在继续，我马上拿出探测仪，找到了
炸弹的开关。离爆炸只有三秒了，我毫不犹
豫地按了下去，制止了一场灾难！

想不到这次海底之旅，我们不仅帮助
了鱼儿制止了一场灾难，还畅游了海底！

减资公告
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将

注册资本由 1000 万元人民币
减至 300 万元人民币，并按有
关规定办理工商减资手续。

特此公告
宁波安迅暖通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根据公司股东决定，将注

册资本由500万元人民币减至
100 万元人民币，并按有关规
定办理工商减资手续。

特此公告
宁波利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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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资公告
根据公司股东决定，将注

册资本由 1000 万元人民币减
至50万元人民币，并按有关规
定办理工商减资手续。

特此公告
宁波优能力潜能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慈溪市天翔电器厂遗失公章、
财务章、法人章（岑旭登），
声明作废
宁波贝佐斯电器有限公司遗失
财务章（3302820331236）、
法人章（常丹），声明作废

合并公告
经股东会决议，甲公司吸收合并乙公司，合并前甲公司

注册资本为 118 万元人民币，乙公司注册资本为 50 万元人民
币，合并后甲公司注册资本为168万元人民币，乙公司办理注
销手续。合并前各方的债权、债务由合并后公司继承。并依
法办理相关法律手续。特此公告

甲公司：宁波菲特电器有限公司
乙公司：慈溪铭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合 并 公 告
根据雅戈尔置业控股有限公司与宁波雅戈尔钱湖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的合并协议，两公司合并，合并方式为：吸收合并，雅戈尔置业控股有
限公司吸收合并宁波雅戈尔钱湖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宁波雅戈尔钱湖
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解散注销。合并前雅戈尔置业控股有限公司注册资
本300800万元，宁波雅戈尔钱湖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0000万元，
合并后雅戈尔置业控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00800万元，宁波雅戈尔钱湖
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资产归雅戈尔置业控股有限公司所有，所有债权债
务由雅戈尔置业控股有限公司承继。特此公告。

雅戈尔置业控股有限公司
宁波雅戈尔钱湖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公告
个体工商户余姚市雪雯塑料厂，

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30281MA2
AFKUC5H，现拟转型升级变更为余
姚鸿钛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企业类型
为有限责任公司。原个体工商户若
有经营期间未结清的债权债务，仍由
该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承担。

经营者：黄雪雯

宁波市海曙易索网络服务有限
公司遗失财务章、法人章（张
文彬）声明作废
宁波零道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编号3302120520490，
财务章编号3302120520491，
法人章（钟昊），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中河凯崴特锁具商
行遗失公章编号33021204986
62声明作废
宁波海曙佳茵服装店遗失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

宁波双博贸易有限公司遗失票
据池资金监管专户财务章一枚
声明作废
宁波卡浦里建材有限公司遗失
财务专用章，法人章（张博文）
声明作废

宁波车蕙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编号3302050136092，
发票章编号3302050136095，
合同章编号3302050136094，
财务章编号3302050136093，
声明作废
浙江国宁物资集团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编号33021210088232，
财务章编号33021210088233，
发票章编号33021210088234，
声明作废

宁波新江厦连锁超市有限公司
瞻岐店遗失宁波市鄞州区卫生
和计划生育局2016年12月05日
核发的卫生许可证，浙卫公证
字[2016]第330212080654号，
声明作废
李忠盛遗失中国人寿财险商业
险保单，车牌号：浙BHG371，
流水号2010027633，声明作废
宁波市海曙甬高钢化玻璃厂遗
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宁波奉化岳林珠珠女装店遗失
公章一枚，编号330224196840
声明作废
浙江国宁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编号33021210088230，
财务章编号33021210088231，
声明作废
宁波爱扣优扣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遗失财务章编号33021000
74051，公章编号33021000
74050声明作废

宁波市排球协会遗失发票章，
声明作废
宁波春夏秋冬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