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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少
年
派

北京城里，坐落着一个宫殿
群。她的辉煌，从未随着时间而
消散。作为全世界保存最完好、
最大的宫殿群，紫禁城有着自己
独特的魅力。

紫禁城建立在北京的中轴
线之上，与天空中的紫微星遥遥
相应。为了巩固皇权，古时帝王
将自己比作天帝在人间的化身，
成为了堵住悠悠众口的理由。
而紫禁城，自然成为了如同紫微
宫一样的存在，这也为她蒙上了
一层神秘的面纱。

北京故宫博物院馆藏珍品
《洛神赋图》是宋代的摹本，发生
在洛水河边的故事，才子佳人在
丹青中重逢，在紫禁城里，他们
依旧在述说这千年绝唱的爱恋。

《清明上河图》中，街巷里的
孩童在玩乐，走街串巷的小贩在叫
卖……汴京繁华依旧，只是物是人
非，凭一幅丹青挂念。清明上河图
的点点滴滴，是南宋对北宋的眷
恋。三尺青锋中，北方的铁蹄带走
了宋在这片土地上的记忆。而清
明上河图，颠沛流离流入了爱好水
墨丹青的清朝皇帝手中，被盖上了
无数印章，写下了众多题字。

《上阳台帖》是李白唯一的
真迹，那位目睹唐由盛至衰的诗
仙，张扬中，是否也有一丝酸
楚？《上阳台帖》所表达出的张
扬，似乎与这里华美的宫殿显得
有些格格不入。但无可否认，

《上阳台帖》绝对是故宫珍宝中，
一颗璀璨的明珠。

位于中轴线上的三座大殿
各有用途，巧妙地将皇宫分为了
前朝后庭。前为国，后为家。中
轴线可称“御道”，既为“御”道，
自然是皇帝的专属。也许有人
会好奇这御道的尽头是如何光
景，可能是一处华美的宫殿，也
可能是一处宫门。但……我要
说一个你意想不到的答案，尽头
是一块石头。当然，不是一块普
通的石头，是能工巧匠精心雕刻
的龙。那龙姿态蜿蜒，在云雾中
显得更为神秘。鳞片分明，龙须
飘扬，利爪悬空。阳光透过绿荫
在它的身上留下斑驳的光影。
那双龙眼，永远注视着御道……
注视着九五至尊的一切。

飞檐翘角的绝美，亭台楼阁

的精致，甚至是每一块砖瓦，每
一棵树木，都见证了无数的历史
传奇。他们见证了燕王朱棣披
着龙袍回京，将建文改为洪武；见
证了崇祯在那棵槐树下化作白绫
上的一抹朱红；清军入关，顺治帝
作为清朝在紫禁城的第一位统治
者，在这里留下定睛之笔；康乾盛
世看到了大国风貌，也在“天朝上
国”的梦幻里迷失……

1949 年 10 月 1 日的开国大
典上，随着毛主席按下电钮的那
一刻，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
冉冉升起，紫禁城这位历经无数
沧桑的老人，等来了辉煌的那一
刻。如今新中国成立70年，紫微
星依旧闪耀，而这一次，紫禁城
在述说，她所看到的，中国梦。

天下之中 历史之城
成都市礼仪职中高2022届美术3班 罗书柔 我爸是搞新闻摄影的，平

时特别忙。
暑假时，我和我妈在昆明

中转，准备去建水。他来电，说
单位批准了他的年休申请。他决
定也来建水，美其名曰：陪你们。

头天到建水，第二天天一
亮，他就去了那个酷似小天安
门的朝阳门，拍了一堆照片回
来。相机的内存卡都不够用，
只好删照片。这张舍不得，那
张也舍不得。

除了睡觉，他随时都带着
他的相机，腰上拴了个鼓鼓囊
囊的腰包，里面装的是不同焦
距的镜头。他还喊我给他拿脚
架。沉甸甸一坨，拿得我唉声
叹气，他像没听见。

一旦看到值得拍的场景，
他拿起相机就“咔嚓”一下，动
作不大速度很快。

也真奇怪，有时一处看似
平凡的场景，他拍出来，为什么
就不一样了呢？

他还热情地邀请我：“来
嘛，试试，我教你。“额，谢了，我
才不想学呢。”

第三天下午，我们去坐建
水小火车。第一站，双龙桥。
双龙桥是一座年代久远的十七
孔桥，造型优美。我爸说傍晚回
来时拍夕阳，一定很美。可是天
有不测风云，再回来时，天阴了，
没有见到夕阳。他只好作罢。

离开建水的前一天，太阳
当空照。我爸见形势大好，又
打起了双龙桥夕阳的主意。他
自己背上相机和三脚架，舍弃
大部队，独自去双龙桥拍摄。

晚上快八点，他都还没有
来和我们集合。我妈打电话过
去问他走到哪了。他说他刚刚
收拾好东西，在打车。我有些
纳闷，拍个夕阳，怎么这么久？

八点半，他回来了。一脸
的汗，两眼放光，一坐下就亮着
嗓子说：“今天运气好！光线特
别漂亮！”说着便打开相机，把
他拍下的一大堆照片给我们展
示。在同一个地方，先出现碧
蓝的天空和极低的白云。后
来，云被阳光染成了炫目的金
色，桥上楼阁则在夕阳中若隐
若现。日向西沉，天空逐渐变
成了深蓝色，一轮弯月非常显
眼。而桥，只留下黑色的剪影。

听见我们的表扬，我爸十
分得意。他开始分享自己经
历：为了找一个合适的角度，桥
上桥下地跑了好些趟，跑得一
身大汗；好不容易找到了满意
的拍摄处，蚊子和蚂蚁又来偷
袭，咬了一腿的红包。

第六天，我们去昆明机场
准备回家。候机厅玻璃墙外的
晚霞酽酽地红，不时有飞机起落。

“难得难得！我要去拍夕
阳下的飞机！”我爸说。

我爸在建水
成都外国语学校高2019级11班 欧阳羽霄

“老师想快速认识大家，请
各位同学回家问问自己的长辈
你们名字的来历。”报完名，新
来的班主任老师宣布说。

一回家我就拉着爸爸妈妈
问：“爸爸妈妈，我的名字怎么
来的呢？你们给我讲讲。”爸爸
把手机放下看着我：“你的名字
呀……”“我记得我记得。”妈妈
凑过来打断爸爸的话。

原来在妈妈刚怀孕的时
候，爸爸就开始翻书到处查名
字，查了好多名字，因为这些名
字太奇怪，被妈妈否决了。什
么“陈折”呀，“陈钱”呀，全都跟
钱有关。我疑惑地望着爸爸，
真想对爸爸说：“咱家是有多缺
钱呀？”

就这样一直查找否决，再查
找再否决，一直到我出生，我的
名字爸爸妈妈都还没商量好。

后来我出生了，出生证明
必须要填写我的名字，爸爸妈
妈急了，妈妈说：“干脆就叫‘陈
凯睿’，反正咱家的梦想就是买
辆凯美瑞，而且‘凯’和‘睿’寓
意勇敢和智慧。”就这样，我的名
字因为一辆车而确定了下来。

指导老师：杨清蓉

名字里的故事
成都市晋阳小学

三年级六班 陈凯睿

老师说，学校就是我们的
家。是啊，每当我们进入学校，
都能感到家的温馨与亲切。每
当进入学校，第一眼看到的，就
是升旗台旁的银杏树。

春天，银杏树眯着眼，咧着
嘴站立在学校操场旁，穿上绿
衣 裳 ，用 树 叶 轻 轻 地 抚 摸 大
地。我在树下，眼睛眯成一条
弯线，前脚一抬，后脚一蹬，欢
快地奔跑，她在身后轻声呼唤。

夏天，银杏树把大手尽可
能地往外伸，皱着眉头，嘟着嘴

巴。我完全没有感觉到银杏树
的痛苦。每当体育课结束后，
我总会躺在树荫下，手枕着头
闭着眼睛，耳朵旁，她在呓语。

冬天，银杏树已经没有树
叶了，只是伸着两只手，暂时闭
着眼睛沉睡下去。我当时还
小，认为银杏树不会再回来了，
手捂着脸，张大嘴巴，站在她的
身体下，为她流下了滴滴友情
泪。脑海中，她在艰难地矗立。

她是学校唯一的银杏树，
它为我们撑起一片绿荫。

学校的银杏
成都市芳草小学四年级2班 黄雨菁

每天清晨，我都会扬着眉毛
大步走进校园。但是今天，脚步
匆匆的我已经快把眉毛锁到了
一起，“一定不能迟到！”这是我
进校园前最后想到的一句话。

教室门口，已经听见上课
铃开始急促地响起，天空揉揉
眼，看着气喘吁吁的我似乎也
有些哭泣。祖祖得了重病住
院，昨天我陪她很晚很晚，于是
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没有第一时
间叫醒我。今天本是竞选中队
长的日子，太阳守护我一起睡
了个懒觉。

进到教室，平时最熟悉的
课桌露出了微笑，我微笑着摸
摸它，再将书包放了上去。

竞选的过程很激烈，我以
第二名的选票当上了中队长。
当同学和老师的掌声响起时，
我轻轻把脸贴上课桌，轻轻感
谢着好朋友的陪伴和鼓励。窗
外的小花园，一阵异香传来，那是
熟悉的味道，那里的小树和小花
此时也应该在朝着教室的方向
微笑吧，这是下课前我最后想到
的一句话。

这就是我的校园，我时而
焦虑，时而开心的地方！

我的校园
成都市锦江区教师进修校附小

四年级3班 陈美心

一夜秋风，一夜秋雨，天刚
蒙蒙亮，学校的操场边，挺立着
三棵桂树。

你瞧，细细的树干，笔直
的。在风中，却站不稳，歪歪扭
扭，摇摇摆摆的。无数的树枝，
长短不一，杂乱无章地伸向天
空，它们是想戳破天空吗？

放眼远眺，绿叶中，夹杂着
金 黄 的 星 星 点 点 ，忽 闪 忽 闪
的。是天上的星星太调皮了，
跳到树枝上来了吗？

近看，桂花有全开的，像一
个个黄黄的手掌。有半开的，
像一个个害羞的姑娘。有刚发
芽的，也许它是感受到了生命
的意义，才悄悄探出头来。整
体来看，又像是魔法师的扫把，
把秋天扫得幽美、纯净。

一阵微风吹过，一两朵桂
花随之而落。一簇簇的桂花，
则在风中摇曳着，对我微笑，对

我招手。我飘飘然的，仿佛我
就是一朵桂花，正在随着风，跳
着欢快的舞蹈。忽然，一朵桂
花不见了，明明刚才还在空中
打着旋儿，现在它去哪儿了？
我轻轻一低头，桂花竟从我的
头 上 跳 起 ，轻 盈 地 飘 落 在 地
上。我这才回过神来。

我慢慢地坐下，眼睛透过
阳光，与一朵桂花对视着。而
它，却在风中摇啊摇，摇出了一
阵阵寂静的旋律。

雨还在下着，下着，我的头
发湿润了。空气中弥漫着淡淡
的花香，那香气与我的心融为
一体，温暖的感觉好像真的可
以把我的心都融化。又一阵风
吹来，淡香逐渐散开，只留下一
簇簇桂花在枝头。

一夜秋风，一夜秋雨，一地
落花……

指导老师：龙亭如

桂之美
成都市实验小学战旗分校四年级三班周麟轩

自古以来，秋就是一个有
味道的季节。

在杜甫眼中，秋天是“八月
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的凄凉；在曹操眼中，秋天是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的慷慨
激昂；在王维眼中，秋天是“空
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的悠
闲。而我认为秋天是一个凉
爽、丰收的季节。

成都的秋天是多雨的。每
当你傍晚散步时，偶尔有几滴
调皮的雨从天而降，随后一些
小雨便下了下来，这些雨通常
不会变成大雨，但它一下就是
三两天。秋天的雨不像夏天的
雨，夏天的雨是那种豆大的雨，
下得猛烈，收得迅速。秋天的
雨也不像春天的雨，春天的雨
使万物复苏，大地一片生机。
而成都秋天的雨是给大地降
温，正如“一场秋雨一场凉”的

感受。
成都的秋天是多银杏的。

大街小巷，一排排整齐的银杏
树。树上的银杏叶像一只只翩
翩起舞的蝴蝶，缓缓地从树上
飘落下来，让我想起了“杜宇花
残银杏花”的优美诗句。

成都的秋天是金黄的。走
出城外，往田野里一瞧，别有一
番滋味在心头。每当秋风吹
拂，田野里的稻谷兴起层层稻
浪。看着农民伯伯脸上的笑
容，就知道今年是一个丰收年。

成都的秋天还有金黄的太
阳、金黄的霞光、金黄的树叶、
金黄的山坡……总之，成都的
秋天就像一幅幅动人的画卷。

古有很多文人墨客赞颂秋
天，写下了十分华丽的句子；而我
则用一些平淡、朴实的语言来歌
颂秋天。这就是我眼中的秋天。

指导老师：张纬旭

秋之颂
成都市青羊实验中学七年级3班 张以恒

从九岁开始我拥有了真正
意义上属于自己的小屋，它只属
于我一个人，它非常的漂亮。有
时我会坐在小屋里幻想，假如我
的小屋可以随心而变，那该有多
好呀！

假如我的小屋变化成美味
的糖果屋，这里面的所有物品都
是糖果做的。在我做作业的时，
如果饿了，直接啃一口书桌，立马
就可以元气满满，满血复活了。
在我要去睡觉时，如果睡不着，闻
一闻糖果的香气，便会迅速进入
甜甜的梦乡……

假如我的小屋变化成艾莎
公主的冰晶宫，在夏天它一定比

空调房还舒适。我可以在里面
玩耍，溜冰，可以和朋友们在这
里看书而不用汗流浃背。我还
可以在里面养企鹅、海狮等生
活在雪地里的动物，那一定超级
有趣……

假如我的小屋变化成宇宙
飞船，我一定开着它去外太空遨
游。我想去看看太阳到底有多
大；也想去月球看看，那里有没
有晋阳小学；再去火星上看看，
那里到底有没有外星人……我
也会开着它飞向大气层的边
际，看看我们地球母亲的全貌，
也顺便替大家看看有没有适合
人类生存的第二空间。我还要

去探索一下，宇宙到底有没有尽
头……

假如我的小屋变成一片森
林，那一定是玩躲猫猫的最佳场
所；假如我的小屋变成浩瀚的海
洋，我就可以近距离地观察海洋
生物了；假如我的小屋变化成音
乐厅，我就可以实现个人演唱会
的梦想了；假如我的小屋变化成
5G互联网，我就可以在无尽的线
上畅游……

可这终归是我的南柯一梦
呀！所以我 现 在 一 定 努 力 学
习，将来建造出真正意义的梦
幻小屋，到那时我一定邀请你
的光临。

假如我的小屋可以……
成都市晋阳小学五年级二班 陶梦洁

我们小区一直有个传闻：在
最 大 的 那 棵 树 下 有“ 特 工 总
部”！这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
开心坏了，决定哪天去闯闯这个

“特工总部”。
一个晚上我做完作业，准备

到楼下玩玩，一个念头冒了出来：
为何不去闯闯“特工总部”呢？

于是，我悄悄地来到那棵树
下。这时，小区里没有什么人，夜
很静，只有游乐场里不时响起几

声尖叫。一路上，我的心跳得很
快，我很激动，也很紧张。

走到楼梯口，我的心跳得更
快了，楼梯扶手在灯光的照耀
下，闪着点点光芒，绿茵茵的，还
有点阴森、恐怖。扶手的漆已基
本掉光，锈迹斑斑，一直向下无限
延伸着，通向一片黑暗。

我有点担心了，这会不会不
是特工总部呀？会不会是个大鬼
屋？万一我下去会不会跳出一个

丑陋的巫师，或是一只大怪兽呢？
但我对自己说：既然来了，

还是进去吧！若错过了，可能以
后更没有机会了。好奇心终于
战胜了恐惧心，我勇敢地决定
——下去看一看。

伴着内心的紧张，我走到了
尽头。一排汽车出现在眼前，这
些车大部分都挺普通，但其中也
有像奥迪、宝马之类的豪车。
哇！这就是“特工总部”的车库

吗？我的心怦怦乱
跳，兴奋极了！

我 走 在 车 库
里，只听见脚步的
回音，空旷的车库
里只有我一个人，
我 突 然 有 点 害 怕
了，会不会出现一
些恐怖的事儿？我
被吓呆了，环顾四
周，一行小字映入
眼帘：16幢1单元。

嗐，这哪里是什
么“特工总部”，这不
就是小区车库吗？
我这该死的好奇心
呀，好奇心……

勇闯“特工总部”
成都外国语学校附小六年级七班 邱楚越

五湖四海的朋友们，你们
好！欢迎来到这片孕育过李白、
杜甫、陈子昂、苏东坡、巴金等大
文豪的土地。秉承着前人的文
脉，今天，我想为大家谱写一首
诗，为大家介绍我的家乡——充
满诗意的巴蜀。

这首诗的题目，是繁华的成
都。它是四川自然、朴实的眼
睛，也是这首诗的精髓与灵魂。
这里有古色古香的杜甫草堂，有
庄严肃穆的武侯祠，有汇集着
巴蜀民风民俗的宽窄巷子，也
有浓缩着现代科技元素的科技
馆。它们从古到今，述说着巴蜀
人的家国情怀，淳朴的性格和创
造的智慧，它们是这首诗灵动的
精魂。

气势磅礴的诗行里平仄相
间。那平起的是开满格桑花的
若尔盖草原和富饶的川西坝子，
以及流淌着的清澈的川江水。
那仄起的是雄伟的峨眉山：曲折
的石阶蜿蜒在林间，木色的栏杆
后长满了青葱的草木，拾级而

上，清风吹拂着飘浮的流云，云
海静静地围绕着金顶，一尊金光
闪闪的佛像威严地立在高山之
巅，一束阳光轻轻透过厚厚的云
海，照射在佛像上，折射出金色
的耀眼光芒。这清新参差的诗
行里，有巴蜀人上进的心、宽广
的胸怀和不屈如山一样的意志。

这首诗里有着优美的辞藻，
它色彩斑斓，宛如五彩缤纷的九
寨沟。湛蓝的湖水倒映着深远
的天空，墨绿的远山静静地凝望
着湖水间自己的身影，秀色的山
林自然而宁静，洁白的瀑布轻轻
拍打在千奇百怪的石头上，飞溅
起晶莹的水花，又从石缝中汇聚
成束，像一条条洁白的哈达，淙
淙流向远方。

这首诗的意蕴是深沉的三
星堆。那一座座精致的青铜雕
塑，一个个栩栩如生的面具，都
仿佛在诉说着历史的沧桑，一座
座青铜器具，纹理清晰，无不显
示着古蜀人民的智慧。

这首诗的意蕴里也沉淀着

红色的基因。大巴山里燃烧着的
革命烈焰，泸定桥上英雄的灵魂，
彝海边暖阳般的情谊，镌刻着巴蜀
人追求幸福与梦想的足迹。

这首诗歌中的音律是一支
支巴蜀山歌，歌里有沃野千里的
成都平原，波澜壮阔的长江与嘉
陵江，流水淙淙的都江堰，绿树青
葱的青城山，宛如仙境的泸沽湖，
富有生活气息的柳江古镇……

各位朋友，在剑南春的飘香
中，在五粮液的醇香里，请您尽
情品尝巴蜀滚烫的火锅与甘美
的腊肉，且容我继续在纸间挥
毫，在纸间泼墨！那道不尽的诗
情，那绘不完的画意，一如奔驰
在巴山蜀水间的动车高铁，也如
翱翔在祖国蓝天上的战机——
川人智造，国人骄傲！

巴蜀是一首诗，一首瑰丽的
诗，她没有尾联。她把巴蜀人的
精神与灵魂谱写在岁月的长河中，
谱写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谱
写在祖国富强文明的赞歌中。

指导老师：曾莉

诗意巴蜀
四川德阳中学高2019级4班 钟若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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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与北京安创融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成都分行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利息债权、违约金债权）依法转让给北京安创
融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与北京安创融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
方。

北京安创融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资产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继承人，从公告发布之日起立即
向北京安创融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抵押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还款账户户名：北京安创
融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开户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四环支行，账号：110916623610201；联系电话：18081980340，联系地址：北京市
朝阳区东八里庄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CN09)。

特此公告

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北京安创融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12日

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与北京安创融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借款人名称
许冬
何明龙

借款合同编号
成都成业2018年-0373号
FC201809207423N(JK)

担保人
许冬
何明龙

抵押合同编号
抵2018028001540
FC201809207423N(DY)

债权转让协议编号
ZQZR2019-FC201808209264N
ZQZR2019-FC201809207423N

债权转让签订日期
2019年3月29日
2019年4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