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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
维码关注“成
都儿童团”，
在这里，世界
是课堂，旅途
是成长。

扫描二
维码添加“成
都商报小记
者俱乐部”客
服微信，咨询
加入小记者
队伍。

巫师“害怕”
芳草小学五年级3班 刘墨

“害怕”是一位神奇巫师，他无处不
在。记得我第一次一个人去买东西的时
候，“害怕”变成一个怪叔叔，施了隐形
咒，大摇大摆跟在我的身后，他的脚步声
若隐若现。“出门记得不要和看起来很亲
切的陌生人说话，给你糖也不能要，记得
啊。”想起大人们叮嘱我的话，忍不住回
头东张西望。付钱时，他又施了一个邪恶
咒，让超市阿姨平时温和的笑容都变得
恶意，让我觉得所有人都盯着我，吓得急
急忙忙跑回了家。当我上台演讲时，他
又开始施法了，惊声尖叫道：“通通变
红。”我的脸瞬间涨得通红；“手脚沉重，
一切皆空。”我的手脚如同灌铅一般挪不
动。脑子里的文稿怎么也想不起来，他看
着我出丑“嘎嘎”大笑起来。当我羽毛球
比赛的时候，他用兴奋、激动、忧虑为我
调配了神奇魔药，用渗透咒将绿色魔药
融入到我的血液中，让我的心脏怦怦跳
动，身体不停蹦来蹦去，精力充沛，他在
我身边做鬼脸，我也毫无察觉。“害怕”这
位巫师很厉害，而且和我形影不离，可是
当我变强大，有勇气的时候，他的法力越
来越弱，像妈妈说得那样“勇者无惧”！

一次可怕的经历
成都市天涯石小学四年级6班 田博滔

指导教师：曹星昱

每个人都会有害怕的动物，我最害
怕的动物是毛毛虫。以前我根本不害怕
它，可是在一次经历中，我变得特别特
别害怕毛毛虫。我一直喜欢吃方便面。
有一次，我在花园儿里边吃方便面边做
作业，突然妈妈从门后走了过来。她是
最反对我吃方便面的人，于是我赶紧将
方便面藏在了大树后面。妈妈走过来，
看到我在认真写作业，夸道：“乖，认真
写，写作业注意力要集中哦。”她一边说
着，一边鼻子闻着，似乎闻到了什么。她
一步步靠近大树，“哎呀”一声大叫，我
正准备说，“我错了，下次不敢了。”又听
到妈妈大叫一声：“滔滔，这儿地上有只
毛毛虫，你快来帮帮我呀，它在往这边
爬！”我松了口气，原来是发现了小小毛
毛虫。我大步走了过去，从地上捏起毛
毛虫往天上一丢。过了几秒钟，只听见
扑通一声，我说，“搞定了，你快进屋忙
了。”妈妈才放心地走了。她前脚一走，
我后脚就拿起树后的方便面又吃了起
来。塑料叉子在面里翻转搅拌，一圈圈
被卷起来，塞进我的口中，恍惚中感觉
有个东西在蠕动，不管三七二十一，先
吃完再说。只听“噗嗤”一声，一个爆浆
的东西被我嚼碎了，我吐出来一看，是
绿色的……我又看了看方便面盒子里，
剩下了半截毛毛虫的尸体，时间静止
了，我目瞪口呆地立在那。当我回过神
的时候，我已顿时吐了一地，晕了过去。
从此我再也没吃过方便面，也从那时
起，害怕起了这个小动物——毛毛虫。

害怕
成都市少城小学五年级1班 郑涵菲

指导教师：代菲

害怕是什么？它可真是一个很奇妙
的东西。在我的生活中，就遇到了一件
事让我特别害怕，现在想起来心都怦怦
直跳……那是一天晚上，我刚写完作
业，肚子饿极了，妈妈又不在家，我只好
自己去找东西吃。天色已经暗下来，突
然一阵风吹来，我的后背直冒冷汗，厨

房里传来吱吱声。这几天我们家里正在
抓“疯狂小贼”呢！这吱吱声就像一场密
谋的暗语，仿佛啃骨头的声音，我浑身
的汗毛都竖了起来。我心里非常害怕踩
到这个“疯狂小贼”，我最怕看到它的眼
睛，在灰黑色毛茸茸的头上滴溜溜地转
动……我蹑手蹑脚地走进储藏间，拿起
一瓶牛奶和两个面包快速地冲了出去，
还好没遇上它。相信看到这里，你也猜
到这个“疯狂小贼”是谁了。没错，就是
老鼠。忽然，一个黑影出现在我的面前，
还有蓝色的火苗，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
鬼火？我吓得两腿发软，倒在沙发上。这
时，妈妈回来了，我赶紧扑到妈妈的怀里
说：“妈妈，我看见鬼火了，吓着我了！”妈
妈笑着对我说：“傻孩子，不怕，不怕，你
再仔细看看，那不是鬼火，那是远处的烟
花……”嗐，真是自己吓自己，看来老鼠
已经成为我最害怕的东西了。

胆小鬼哥哥
成都市泡桐树小学三年级4班 刘又赫

指导教师：吕玉琳

我的哥哥比我早出生一分钟，比我
重两斤，比我高三厘米。可他现在却是我
们家最胆小的一个人。我的哥哥特别怕
黑，他从不敢自己一个人去卧室，就算开
着灯，他也不敢去。有一天晚上，妈妈让
我们去睡觉了，哥哥始终不往前走，一直
跟在我的身后，才上楼进了卧室。一会儿
奶奶喊我下楼喝中药，只见哥哥“嗖”地
一下子从床上爬起来，也跟着咚咚地跑
下楼了。看到哥哥胆小如鼠的样子，我忍
不住笑得前仰后合，哥哥却不理会，嘟着

嘴巴，两只眼睛一眨一眨的，装作一副可
怜兮兮的样子，我都不忍心再嘲笑他了。
我的哥哥还特别怕高。我们俩第一次参
加夏令营的时候，教官带领我们体验飞
夺泸定桥，桥离河面约有10米高，桥的两
边没有护栏和扶手，只有脚下的6根铁链
连接着桥的两端。我们只能趴在铁链上，
一步一步地爬过去，看着桥下湍急的河
水，大家的心里都很害怕。不过最后都鼓
起勇气，战胜了恐惧，成功到达了河对
岸。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我的哥哥。
第一次是因为脚痛，直接放弃了，第二次
他终于上了桥，还没爬到四分之一就退
了回来，无论怎么鼓励他，他就是不肯往
前进，最终还是没有成功。我的哥哥也不
总是胆小怕事，在别人欺负我的时候，他
总是会第一个站出来帮我；在我遇到困
难的时候，他也积极地帮我想办法；他还
懂得很多科学知识，会讲给我听。他真的
是一个好哥哥。希望他克服内心的恐惧，
以后能更加勇敢。

飞虫恐怖片
金沙小学三年级1班 钟虓玥

我非常怕昆虫，特别是有飞行技能
的那种。记得小时候我和哥哥在花园
玩，一只马蜂在哥哥头顶不停盘旋，忽
左忽右，仿佛织成一张黑黄相间的网，
把哥哥罩住，最后扎了哥哥的后脑勺。
哥哥告诉我，当时整个头都麻了，疼痛
从被扎的地方扩散开，就像小树生了
根，疼了好多天。看到哥哥难受的样子，
我就开始怕这些会飞的昆虫了。但要说
最让我毛骨悚然的，那就是蝉。一双闪

闪发光的小眼睛，两只短短的触角，背
部宽阔、黑得发亮，一个吸管似的嘴贴
在胸前，六只黑黄相间的腿，看起来就
很凶！如果它是一只公蝉，轻轻碰一下
它的腿或者肚子，就会发出令人恐怖的
响声。听到那声音的我，心中如同一锅
乱麻，又像被五花大绑，包成了一个粽
子，被揪得紧紧的。有一次，哥哥让我挑
战自我，他抓起一只蝉递到我面前，鼓励
我也抓一下，我花了很长时间给自己加
油，鼓足勇气打开手指准备捏着它的身
体，谁知它突然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

“吱--吱--吱吱！”多么声嘶力竭，仿佛
就是要把我吃掉一样，我的腿顿时不听
使唤地自动变软。蝉像通了电一样剧烈
颤动，把我的手震开，我也落荒而逃了。
现在我更加怕这些会飞的昆虫了。

阴森森的密室
泸州市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城西学校

三年级9班 牟睿菡
指导教师：何小梅

心情是一个会转的五色球。红色是生
气，黄色是快乐，蓝色是伤心，白色是害
怕，绿色是平静。我自认为自己是一个胆
子很大的人，因为我的五色球通常都不会
转到白色的那一面。但有一次不知大脑总
部哪里出了差错，让我居然害怕得无法呼
吸。有一个周六晚上，我们一家去万达玩。
我被一家密室吸引了，很想进去看看。于
是，妈妈让我和爸爸一起去。服务员带我
们去了一间房间，啪！门关了！这是一间又
窄又小的房间。房间里面阴森森的，屋顶

上有一盏又破又旧的灯，角落里有几个破
碎的酒瓶，好可怕。奇怪的是，房间四周没
有门。这里我发现了一面破旧的墙，墙面
很粗糙。身处这种环境，我害怕极了，双腿
不住地颤抖。这时爸爸按了一块明显凸起
的砖头，这面墙像门一样“哗”一声打开
了，吓了我一大跳。我和爸爸小心翼翼地
往前走，四周安静极了，只能听见我紧张
的呼吸声和窸窸窣窣的脚步声。爸爸的目
光扫过每一个角落，这时前面突然出现了
一个人，我大声尖叫起来。爸爸安慰我说：

“这是假人。”走近一看，果然如此。但是这
个假人做得太逼真了，头发乱糟糟的，瞳
孔特别大，眼珠像是要跑出眼眶似的，嘴
唇鲜红像刚喝了血一般……还真有点可
怕。后来在密室里，我的五色球再也没有
变绿过。走出密室后，我还暗暗发誓，绝对
不会再玩密室了。

捕蝉
成都市实验小学四年级1班 姜释渊

指导教师：刘梦静

小时候，我觉得蝉儿有一双透明的翅
膀，总是在树上唱着好听的“知了”、“知
了”……于是，我总是喜欢用网去网住它，
装在透明的罐子里。既可以仔细观察，又
可以听它唱歌。暑假的一天，妈妈带我去
凤栖山接触大自然。走了一会儿，妈妈看
见了一只蝉儿在树上，便叫我去网住它。
我定睛一看，这只蝉怎么与平时见到的不
一样。只见它长着黑乎乎的翅膀、绿莹莹
的身子、展开翅膀有鼠标那么大，仿佛还
带着一股寒气。我犹豫不决，正在这时候，
爸爸先我一步，他闪身一扑，把网子抢来，
迅速把蝉儿网了个正着。谁知网子里有空
间，蝉儿飞出了网，摇摇欲坠地扑打着翅
膀朝我飞来，眼见着绿莹莹的蝉就要扑到
我脸上。顿时，我被吓着了，哇哇大叫起
来，仿佛蝉儿听懂了我的叫声，它转了方
向飞去……但从此以后，我开始害怕蝉儿
了……又过了几天，晚上散步时我们在河
边的一棵柳树上发现了一只蝉儿，爸爸让
我捉住它。可是，这次没有网子、瓶子，甚至
就连个袋子也没有，妈妈竟让我赤手空拳
抓住这只蝉。我想一想就觉得很可怕：它
一定会在我手里挣扎，它的翅膀一直扑腾
……但妈妈催促着我，去把那只蝉抓住。
我越想越怕，最后呜呜地哭了起来！后来
一个爷爷经过，见我不敢抓，他竟一手就
把蝉从树上抓了下来，摊在手心给我看。
万万没想到这只蝉竟然是死的，我瞪圆了
眼睛……后来，为了训练我的胆量，妈妈和
姥姥又带我出去捕蝉。这次我们找了个蝉
多点儿的地方，姥姥先示范着网了几只，
然后把网递给我，鼓励我试一试。姥姥说：

“小姜，看准了再网，蝉绝对不会扑到你身
上。”听了姥姥的话，我深吸一口气，紧捏
着网杆，最后对准蝉儿一扣，竟真的网到
了它！这次捕蝉让我的胆量大多了，从此
我又喜欢蝉儿了。这就是我的捕蝉经历，
对蝉儿由喜爱到害怕又回到喜爱。

勇敢成长吧

一个漆黑的房间，一条软软的毛毛虫，一次从未尝试过的挑战，一个需
要跟陌生人开口交流的场合……害怕，是一种情绪。

什么样的事情或是情景，会让你害怕？害怕，是不是就说明胆小、不勇敢
呢？害怕，有没有积极意义呢？

看小记者们，如何结合自身经历表达他们对于“害怕”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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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中海·万锦熙岸】车位交付

公 告
尊敬的【中海·万锦熙岸】业主
朋友：

承蒙您对本公司 “中海·
万锦熙岸”项目的关心和支持，
您购买的 【中海·万锦熙岸】车
位已符合交付条件， 将于2021
年8月31日集中交付。

为了让您便捷地办理接房
手续， 具体办理事宜和所需手
续，请您查阅《交付通知书》 或
提前致电95112咨询,特此公告
我们真诚地恭候您， 愿与您共
创美好生活！

成都信勤置业有限公司
2021年8月20日

●刘小萍与中房公司签订安置
到金沙九组1组团1幢1单元18
号房屋拆迁协议书原件遗失。
●成都云闪侠商贸有限公司发
票专用章编号5101120105572
文永菊法人章编号5101120105
573均遗失作废。

公 告
高新区尤贵餐饮店承租成

都高新区府城大道西段399号7
栋2单元107、207号房屋并签订
《房屋租赁服务合同》（合同编
号：ZS202007-067）和《物业服
务 合 同 》 （ 合 同 编 号 ：
WY202007-085）。因该店经营
者黄尤贵于2020年12月3日失
联， 且至今无人前来处理承租
房屋的善后事宜。 出租人成都
新谷孵化器有限公司和物业管
理方成都新谷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为减少损失， 自2020年12月
24日解除上述合同， 并按约计
算所有费用 （含解除之日起算
的房屋占用费）及违约金，自该
店前期缴纳的保证金中予以抵
扣，特此公告！
●成都大业物业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公章编号510100003220
9，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00126
298，5101008465390， 财务专
用章编号5101003019451均遗
失作废。

声 明
成都小龙厨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系淘宝店铺" 小龙厨旗舰店"的
经营主体, 我公司曾在该店铺
经营中使用了容易产生混淆的
宣传推广用语, 导致消费者对"
小龙厨"、"小龙坎"产品产生混
淆误认, 对四川仁众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商誉及品牌造成不良
影响, 对此我公司郑重声明:我
公司已停止且不会再实施相关
混淆行为。同时我公司明确"小
龙厨"品牌不是"小龙坎"品牌的
子品牌,"小龙厨"商品也不是"小
龙坎"品牌新开发的商品。请广
大消费者不要产生混淆、误认。
●马列、王智丽遗失四川云鼎莱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的北星
城项目12-2305房收据， 号660
0506的房款收款收据第二联金
额400000.00元，声明作废。
●锦江区蜀光新城首届业主委
员会 （原法人杜崇禄法人章编
号 ：5101045067970） 法人 章
遗失，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南林园绿化有限公司

（注册号5101092003616） 经股
东会决议决定注销公司， 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45日内向公司申报相关债
权债务。

注销公告
成都宜合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
04663008126F）经股东会决议
注销本公司。 请相关债权债务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
到成都市锦江区小科甲巷1号1
-2幢20楼1号向公司申报债权
债务， 逾期按相关规定处理。
特此公告。

成都宜合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8月28日

●四川高创环能环境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杨运国法人章编号：
5101095544080发票专用章编
号 ：5101095544079财务专用
章编号 ：5101095544078均遗
失作废。

●四川精彩酿酒
业 有 限 公 司 财
务 专 用 章 编 号
5101095864994
遗失作废。
●四川中晟精诚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公章编号：51010
75522499 遗 失
作废。
●成都八度户外
运 动 有 限 公 司
公章（编号510110
9908813） 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诺禾文化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公章编号510109576826
0，王霞法人章编号5101095768
263均遗失作废。
●四川天翼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5101008454502财务
专用章编号5101008454505发
票专用章编号510100852354
7，唐刚法人章编号5101008454
506，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10000572761614
4均遗失作废。

●何佳遗失由成都宏创锦业商
业管理有限公司彭州分公司开
具收据编号：0111131，履约保证
金叁万元，遗失作废。
●成都环球融创文化旅游有限
公司魏冬法人章 （ 编号：510
1095611710）于2021年7月23日
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中联百惠科技有限公司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95288
392，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95
288393， 旷文容法人章编号：
5101095288394均遗失作废。

●四川润枫建筑安装
工程有限公司原法人
杜忠成法人章编号：
5101008454304遗失作废。
●成都卓越纳川建材贸易有限
公司法人吴尧法人章 （编号51
01008780382）财务专用章（编
号5101008780381）遗失作废。
●遗失声明： 四川隆源农业有
限公司营业执照正、 副本 （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2081M
A62K2JX5Y）遗失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黄文英，张
先军购保利198三期项目拉裴
公馆地下室-2层913号车位，
2018年5月20日5000元， 收据
号0000666397，2018年5月24
日70000元，收据号000068459
1，收据遗失，特登报挂失。
●童悦琳出生证 （编号：S510
014928，父亲：童旭东，母亲：汤
小惠）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智同医药有限公司遗失
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
证，备案编号：川蓉食药监械经
营备20162644号，声明作废。
●遗失成都心怡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开具的成都恒大天府半
岛商品房认购书， 编号001650
1-0017500，声明作废。
●四川楠木装饰设计工程有限
公司公章（编号：51010602894
33）遗失作废。

新华保险2021上半年净利润超百亿 同比大增28.3%
8月26日，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公布 2021 年上半年业绩报
告。根据数据，报告期内新华保险总
资产约 10221.8 亿元，较年初增加
1.8%，营业收入超 1320.8 亿元，同比
增长 11.3%。保险业务收入约 1006.1
亿元，同比增长3.9%，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约 105.5 亿元，同比增
幅达28.3%。该公司上半年保费收入
创历史同期最好水平，同时实现了年
化总投资收益率 6.5%，同比增加 1.4
个百分点。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269.67%，保持充足状态。
2021年上半年，新华保险、保费

规模稳定增长。截至 2021 年 6 月底，
该公司内含价值约2507.7亿元，较上
年末增长 4.2%；长期险首年保费约
300.0亿元，同比增长0.5%；长期险首
年期交保费约 143.7 亿元，同比增长
6.8%；续期保费约669.9亿元，同比增
长6.9%。

财富管理方面，截至 6 月 30 日
该公司实现净投资收益 213.8 亿元，
同 比 增 加 11.8% ，总 投 资 收 益 约

311.2 亿元，同比增加 48.1%。同时，
新华保险积极参与国家社会保障体
系建设，发展健康养老产业。2021年
上半年，延庆颐享社区的亮相发布，
标志着新华保险养老产业布局中的

“乐享”“颐享”“尊享”三大社区产品
线全面落地。

2021年下半年，新华保险将持续
坚持回归保险本源，优化产品与服务
供给，强化科技赋能支持，筑牢风控
合规底线，推动全年业务稳定增长。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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