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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阵图
宁海县银河小学402班
王腾曦(证号1012937)
指导老师 诸丽黎

宁波前湾慈吉外国语学校双语5B班
胡馨之(证号1008748)
指导老师 励丹

天空暗暗的，云朵压得很低，
飘得非常快，云朵的样子告诉我
们，台风快来了。

我和妈妈、姐姐进了屋，赶紧
检查窗户有没有关好。我们又匆匆
忙忙把院子里所有的盆栽都搬进
屋。

第二天早晨，我刚起来就听见
呼呼的风声，心想台风一定来了。
台风在院子里呼啸着，怒吼着，吹
着松树，吹着梅树，吹着花儿，它们
一会儿剧烈地晃动着树叶，发出

“沙沙，沙沙”的声音，仿佛下一秒
就要被台风吹倒似的。家里的窗户
也被催得咚咚作响，风像猛虎一般
咆哮着，院子里时不时传出呼呼的
声音。

再看看雨，豆大的雨点像子弹
一样打了过来，打在身上特别疼，
院子里的野猫“喵喵”叫着，想找一
个地方休息一下，似乎犹豫着想跑
进家里来。远处的建筑物也看不清
了，密密的雨在空中织起一张大大
的网，家里种的玉米被台风吹倒
了，趴在地上，奄奄一息。

过了几天，台风停了，雨也停
了，天气变得晴朗，太阳公公也出
来了，院子里的鸟儿叽叽喳喳地叫
了起来，野猫“喵喵”地觅食，一切
都好了。希望台风再也不要来了。

人间美味桃花酥
宁海县金阳小学502班
戴皙桐 (证号1009854)
指导老师 冯远群

鲍老师教我们做桃花酥，我们
很快就学会了。

我开始动手了：擀水油皮，裹
油酥，卷成牛舌状，用指腹卷起，重
复一遍；慢慢地压扁，裹入豆沙，不
能“露馅”，按个小洞，切成五瓣，切
出花纹，放入蛋液、芝麻，美丽的桃
花酥完成。

同学们嬉戏打闹，有的拍照，
有的还在做，还有的沉浸在美丽的
诗句中……

桃花酥烤好了，阵阵香味扑
鼻，一朵朵桃花在手心绽开，令人
难忘。

一口咬下去，香气布满整个口
腔：脆、酥、软、香、甜、糯……

椒盐对虾
宁海县金阳小学502班
王泽宇(证号1009875)
指导老师 冯远群

今天，我和妈妈准备做一道椒
盐对虾，下面请大家来瞧一瞧吧！

首先我们来到菜巿场挑选对
虾，那些虾显得十分自在，有的独
自游来游去；有的翘起两根胡须，
伸出长长的小脚互相追逐打闹着；
我和妈妈挑了最大的“巨无霸”对
虾，身长足足有十厘米左右。

一回到家，妈妈把虾的胡须和
小脚的部分剪去，再用牙签插入虾
身的第二节处，轻轻拽出虾体肉的
黑色虾线，接下来把全部虾清洗干
净，用生姜、葱段和老酒盐腌制20
分钟，然后把玉米淀粉倒入，搅拌
均匀。

热锅放入少许油，等油温6成
热时放入虾，这时虾好像在锅里活
蹦乱跳似的，不好！油都溅到我手
上，疼得我哇哇大叫，心想：妈妈每
天都这么辛苦做饭，这溅到手也算
是家常便饭吧！等虾两面煎黄之
后，锅里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然
后往锅里洒上椒盐，香味越来越
浓，弥漫了整个厨房。

妈妈教我把虾一个个整齐地
摆放在盘子里，再洒上一些翠绿的
葱花和鲜红的小米椒点缀，这盘色
香味俱全的椒盐对虾出锅了，是否
让你们垂涎欲滴呢？

绚丽的黄昏
宁波杭州湾新区
世纪城实验小学502班
刘家轩(证号1008121)
指导老师 覃祖新

有人喜欢光芒四射的日出，有
人喜欢美而宁静的夜晚，而我则喜
欢绚丽的黄昏。

太阳高高地挂在空中，露出了
那完整的脸，它照耀着云朵，照耀
着大海，照耀着船只与鸟儿、山群。

这时，那光芒变得更强烈了，
啊！你瞧那云朵有了一条金色的
边，颜色也变成了金黄色，十分美
丽，那鸟儿也被镀了一层金边，船
只也是如此。

过了一会儿，太阳已经只剩
下小半边脸，这时光芒也微弱
了许多，周围也变成了橙红色，
此 时 的 大 海 远 处 已 成 了 血 红
色，而在大海的尽头，太阳还露
着半边脸，大海像一面镜子，倒
映着天上的一切，而远处的群山
像一个个小朋友，手拉着手靠在
一起，变成镜子的边框。这时，
大雁拍打着翅膀着急地向着家
的方向飞去，满载而归的船只也
在向着家的方向驶去，山下的远
处冒起了青烟，家人已备好可
口的晚饭，在等待着归来的人
们。

最后，太阳躲进了群山不见
了，世界变得暗了下来，鸟儿也悄
无声息了，村子也静了下来，大家
都在期待更美好的明天。

开学第一课
宁海县金阳小学502班
章倍诚(证号1009866)
指导老师 冯远群

9月1号晚上，我看了《开学第
一课》，今年《开学第一课》的主题
是“理想照亮未来”。

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的百年
华诞，百年的奋斗，筑梦小康社
会。回首，百年前，国难当头，先辈们
怀惴“救国”理想，摸索出一条新
出路。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
创始人之一，在革命年代为人民解
放事业奔走求索，艰苦奋斗。在国
家危亡的时候，李大钊冲锋在前，
做最勇敢的斗士，他想要唤醒中国
人的斗志，为国家的自立自强作一
份贡献。

2021 年东京奥运会上，中国
健儿获得了 38 枚金牌。在《开学
第一课》的舞台上，拥有甜美笑
容的奥运冠军杨倩，在和同学们
进行云连线时说了一句话：“永
远不要小看自己的付出，也不要
害怕会失败，只要能够坚持下
去，最后，一定能够收获胜利的
果实。”

“理想照亮未来”让我深刻地
明白了现在的生活多么来之不易，
作为祖国的接班人，我们更要努力
学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台风天台风天 油焖大虾
宁海县金阳小学502班
顾海滢(证号1009862)
指导老师 冯远群

今天，我化身为一名小厨娘，
学做“油焖大虾”！

准备生姜、大蒜、葱、辣椒、虾。
先把虾的胡须剪掉，我一手拿着滑
滑的虾，一手拿着剪刀，“咔嚓”一
声，虾的胡须就被我剪掉了。接下
来，将开启漫长的剪虾须过程。

处理完了虾，开始处理配菜。
我先把大蒜拍碎，剥去他的衣裳，
切成小粒小粒的样子。再把辣椒切
成一小段一小段的样子。接着，把
生姜切成小条小条。最后把葱切成
两段，再放到一起切成葱花。

配菜处理好了，开始炒虾了。
先点火，然后把油倒进去。等油热
了，放进切好的生姜，葱，大蒜，辣
椒，再把虾放进去，转大火爆炒。然
后放盐，酱油，味精，继续爆炒。最
后出锅，撒上碧绿的葱花，就大功
告成了！

看这美味的虾，浓郁油亮的酱
汁，碧绿的葱花，让人看了就“口水
直流三千尺”。俗话说“高端的食
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
式”。我吃着虾，心里甜甜的。

雨中即景
宁波杭州湾新区
世纪城实验小学602班
杨紫涵(证号1008144)
指导老师 张焯青

雨是千姿百态的，有秦观笔下
“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
愁”，那是忧愁的雨；有李商隐笔下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
时”，那是思念的雨；有苏轼笔下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
奇”，那是灵动的雨。而我最爱夏日
多变的雨，爱那夏日的雨中即景。

夏日的小雨那么密、那么细、
那么小、那么轻盈，就如万条银丝
从天空飘下来。雨如同满天发亮的
珍珠飘飘扬扬地落下来，给大地披
上了蝉翼般的白纱。

雨点落在草上、树上、屋顶、青
砖小路、马路上，雨水滴在花儿上，
花儿正在幸福地吮吸着甘露，犹如
婴儿吮吸着妈妈的乳汁，它的生命
得到了雨的滋润，因此焕发出迷人
的芳香和色彩。每一块岩石、每一
片树叶、每一丛小草，都变成了奇
妙无比的琴键。飘飘洒洒的雨丝是
无数轻捷柔软的手指，弹奏出一首
又一首优雅的小曲，每一个音符都
带着幻想的色彩。

雨越下越大，宛如缥缈的白
纱，又如美丽的珠帘，行人有的撑
着伞艰难地前行，有的淋成落汤
鸡，有为生活奔波的小商贩，也有
接送孩子的父母。

天空黑沉沉的，就像要塌下
来，狂风卷着暴风雨，像无数条鞭
子，狠命地往玻璃窗上抽。

雨渐渐小了，停了，打开窗户，
清新的空气迎面而来。

萌萌小兔
慈溪市龙山镇实验小学502班
谢含轩 (证号1009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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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资公告
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将

注册资本由壹亿元人民币减
到1000万元人民币，并按有关
规定办理工商减资手续。

特此公告
宁波睿勇担保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根据公司股东决定，将注

册资本由100万元人民币减至
50万元人民币，并按有关规定
办理工商减资手续。

特此公告
宁波焦点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宁波市政通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财务章一枚，编码330204
0134352，声明作废
宁波欧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宁海县圣凯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印章编号33022600
67658，声明作废
宁波星彩广告传播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宁波海曙伟甫水产商行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因保管不善，遗失宁波欢乐海
岸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
普通发票一份（二、三联），
发票代码033021800105，发票
号码00613922，金额5140941元
不征税，购房人：祝翠泉，特
此声明遗失
宁波市江北三港招待所遗失宁
波市江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33020500
0028810、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宁波伟安建筑设备安装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编号3302831002
8306，声明作废
宁波易信互通软件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余姚市优诚模架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李小对遗失宁波金沃商业投资
有限公司开具的商品房预收款
发票，发票代码3302171350，
发票号码：02199257，金额：
320280元，声明作废

高胜男遗失宁波恒曜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开具宁波增值税普
通发票，代码3302174350号码
00352991（262113元）声明作废
宁波鸿圣家居有限公司遗失
财务专用章，编号3302120367
115，法人章（骆晓雷），
声明作废

宁波江东明楼韩料餐厅遗失宁
波市鄞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91330204
MA281ANB7A声明作废
宁波玖享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宁波赛特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遗失公章，声
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