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3.31��星期四 编辑 袁欣 图编 覃翊 美编 禹元杰 校对 张郁文A15

◆吴尧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证号 430122005079，声明作废

长沙仲裁委员会公告
王华、黄伟强、殷俊：
本会受理的 [2015]长仲字第
552 号申请人长沙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联汇支行与你们之间的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仲裁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
长仲裁字第 552 号裁决书，请
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会领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 本会地址：长沙市芙蓉中
路二段 80 号顺天国际财富中
心 20层。 电话：0731-84413261

遗失声明
湖南黄花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遗失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2 年 4 月 23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副本 3、6、9 号 (三本 )，注册
号:43000000008572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二轻工业联社遗失长房
预字第 412047930号房屋预告
登记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湖南高桥大市场
红双喜婚庆用品商行遗失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税号：432522
19821227071X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泉旺通讯器材商
行遗失国税税务登记证正本，
税号 36232519880320002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个体工商户李玉蓉遗失由龙山
县工商局 2015年 1 月 16 日核
发的注册号码为：4331306001
37135 的营业执照副本。 声明作废

◆石燕（510181197311240024）
遗失湘潭大学行政管理专科
毕业证书，证书编号：66431
224982150038， 声 明 作 废 。

公 告
因张群（身份证号码 43012119
76****2523）履行 2012 年
12 月签订的两份《融资租赁购
车合同》（合同编号 HG01108、
HG01109）严重违约，特此告
知：张群见本公告 10日内将全
部合同款项及违约金支付给
弘高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公 告
因李根（身份证号码 43018119
80****8855）履行 2013 年 6 月
签订的《融资租赁购车合同》
（合同编号 HG03062）严重违
约，特此告知：李根见本公告
10日内将全部合同款项及违约
金支付给弘高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湖南熹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核发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
J55100260124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汇泰矿山工程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遗失长沙市芙蓉区地方
税务局 2009年 2 月 17 日核发
的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430
10268284982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楷林(长沙)置业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财务专用章、郑新
桥私章和李坚伟私章各一枚，
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大新柏沃进口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
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 联系人:柏勇
电话:13973163337

◆胡国杰遗失湖南师范大学毕业
证,证书编号:1054252003060
0116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市湘宏建筑安装工程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湖南省湘潭市雨
湖区地方税务局核发的（湘税
地 字 ：430302734783171） 地
税副本一件，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市湘宏建安劳务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
地方税务局核发的（湘税地字：
430302663971000）地 税 副 本
一件，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兴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冷兰芳 电话 18075195029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迪特家具商行遗
失国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
号 432503199311085670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持众机电设备有限责任公
司遗失国税、地税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税号 4301056616777
48，声明作废

◆谭海丽遗失户籍卡，身份证号
43252219850711074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琪游机电有限公司遗失增
值税普通发票副联一张：发票
代码：4300151320，发票号码：
03398089，特此声明作废

◆曾庆阳遗失身份证，号码：4302
21199605220019，声明作废。

◆石佳嘉遗失身份证，号码：4307
25199302164868，声明作废。

◆林利，遗失全国职称外语 C级
考试成绩通知书，身份证号：
431129198510167827，声明作废

◆刘兴华不慎遗失身份证以及驾
驶证（准驾车型 C1）证号：43
0527199206016314 声明作废

◆梁赛遗失身份证，号码：4301
0219731108251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熊阳广告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地址：湖
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三项展览馆
东上东印象商住楼 1603 室。 联
系人：熊林豪，电话：15827120635

◆谢朝辉遗失道路运输证，证号
43010400073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艾美升贸易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刘伟，电话：18670416181

◆张雪梅 2016年 3月 1日遗失身份
证 43312719750115862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奇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地址：长沙市天心区解放西路
BOBO 国际 1018 房。 联系人：
刘奇平，电话：13117317678

注销公告
湖南泰亚实业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谢智威 电话 15364277666

注销公告
长沙卡乐比孕婴童用品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定注销，为保护
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地址：长沙市雨花区万家丽朝
晖路 496 号锦湘.国际星城锦绣
苑 6 栋 N 单元 2805 房。 联系人：
廖成冕 电话 18942578840

注销公告
长沙水寒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易顺奇 15084783731

注销公告
长沙博瑞德特种陶瓷有限公司
（注册号：430103000034109）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尹邦进，电话 13808410385
地址：长沙市天心区黑石铺。

◆易胜仙（身份证号 4329221972
10150033）遗失长沙铁道学院
毕业生登记表，声明作废

◆易胜仙遗失长沙铁道学院毕业
证，证号 23097，声明作废

◆卓姿姿遗失二代身份证，号码
441521199309043846，声明作废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白玉楠报到
证 20101153200903遗失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银雀贸易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定解散，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
司解散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 刘晓霞 电话：13973018999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万全贸易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定解散，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
司解散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 刘晓霞 电话：13973018999

◆周虎遗失长沙万达物业开出的
收据 NO.WY1500470、NO.WY150
0471，声明作废

下列证照声明作废

公告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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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芬遗失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证件号:430223199301122922,
声明作废

◆邓皓之遗失湖南旺旺医院门诊
发票，金额 3592.2元，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杰顺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刘蓉，电话 18774811022

注销公告
根据公司股东会议决定，本公
司决定注销，为保护债权人的
合法权益，请债权人自本公告
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
清算组以书面形式申报债权。
清算组地址：湖南省汨罗市新
市镇丛羊村 13 组，联系人：麻
玲利，联系电话：13875632022
汨罗市丹昕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慈利勤亮照明灯具科技有限公
司经全体股东决定注销，请债
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代庆 电话：15174448540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复兴小学中华人
民共和国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正
本丢失证号:143011100213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四平粉店遗失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分局
2014年 3月 31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副本，注册号 4301026004
79455，声明作废。

宽容是什么？ 许多人这
样问，宽容就是一轮明月，让
内心充满清辉， 净化他人的
心灵，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

大海的宽广在于汇集大
大小小的川流， 生命的汪洋
在于包容别人大大小小的过
失。

自古被人们称作奸雄的
曹操就有容人之量，公元200
年， 曹操的死对头袁绍发表
了讨伐曹操的檄文， 在檄文
中， 曹操的祖宗三代都被骂
得狗血喷头。 曹操得知这檄
文为陈琳所写的时候， 并没
有大发雷霆， 反而大声称赞
“陈琳文章写得不赖”。 最后
陈琳落入曹操之手， 陈琳本
以为自己非死不可了， 但曹
操非但没有杀陈琳， 反而委
任他做了自己的文书， 正是
因为曹操的宽容， 才让他得
到了一个人才， 陈琳后来为
曹操出了许多计策。

人非圣贤，多有不足，所
以对待别人必须度量大，要
宽容。古人云：冤冤相报何时
了，得饶人处且饶人。这是一
种宽容，一种博大的胸怀，一
种伟大的仁慈。 宽容是一种
豁达的风范，对于人生而言，
也许只有拥有一颗宽容的

心，才能从容面对。
宽容他人就要有一颗心

去为他人着想，容纳他人。唐
太宗心有他人， 宽恕了魏征
直言的性格， 这也使他得到
了一面照见自己过错的镜
子。蒋琬有容忍之心，为他人
着想，使他得到了“宰相肚里
能撑船”的美名。如果一个人
能宽容他人， 便能使自己升
华，达到一种更高的境界。

然而， 宽容也是一门学
问。对于小过失，小错误，你
可以快乐地宽容对方。 但对
于大过失，大错误呢？所以就
要考虑清楚宽容并不意味着
纵容，宽容并非包庇、隐瞒，
而是帮助。

当然，宽容更应是“严于
律己，宽以待人”。轻易原谅自
己，那不是宽容，是懦弱。“宽
以待人”，也要看对象，宽容不
珍惜宽容的人，是滥情；宽容
不值得宽容的人， 是姑息；宽
容不可饶恕的人，是放纵。

所以， 宽容本身也是一
种智慧。

天地如此宽广， 但有着
比它更宽广的东西， 那就是
人心。让我们学会宽容吧，那
将会使我们更容易成功。
■长沙市长郡中学 周大中

爱晚亭·副刊

写作文

宽容是一种智慧
一道微光映照下来， 我缓缓

抬头，待目光穿过窗扉，细细碎碎
的日光已然倾泻。 不知多少日子
没有这样的闲适，思绪倏忽飘飞。

是“白马湖平秋日光，紫菱如
锦彩鸾翔”，又或是“九十春光斗
日光，山城斜路杏花香”，在时光
轴的那一端，一道阳光穿林而下，
转而成为隽永的文字， 镌刻在中
国文学的画卷上。 所以我总觉这
道阳光照得远而广， 至今还能感
受到它的温暖与诗意。

而今，我似乎极少真切地“享
受”过阳光，那份鸿蒙的诗意在大
自然中纷飞， 却在笔尖与纸张间
消散———夏日的灼热刺眼， 春日
秋日的疲乏， 往往是它带来或是
伴随着它而产生的。 我似乎丢失
了一些东西， 我似乎再难感受到
阳光带来的惬意。

我每月背提纲、背单词，却忽略
了蝉与树梢的和鸣； 我每日奋笔疾
书完成任务， 却忽略了天空的宁静
与深远；我每困于公式题海，却忘了
抬起头沐浴尚好的阳光。 那道阳光
去了哪里？它好像停留在湮远年代，
又好像曾与我邂逅， 然后我又马上
把它忘记。是啊，我整日恨不得有四
只手去忙上忙下，埋头做事，哪还会
想到去拥抱阳光呢？

古代文人雅士向来热衷“闲适”
二字，陶潜归隐田园，才会“采菊东

篱下，悠然见南山”；苏轼崇尚做个
闲人,�对一张琴对一壶酒， 一溪云；
王维因为“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起
时”，才能写出“明月松间照，清泉石
上流”这样美的诗句。

周国平说过：“人要做一些无
用之事，一生中重大的突破、转折，
大都从这些无用的事中得到。”我
越来越少做这些所谓的“无用之
事”，而正是这些“无用之事”，一点
一点堆砌成了最朴素最原始的生
活的美好。

此刻我静坐于窗前， 放下平日
“端着”的自己，思绪又慢慢飘回来。

灿烂的阳光形成一束束粗粗
细细的光柱，把轻纱般的薄雾照得
通亮。

我站起身，张开双臂，沐浴在
这“嘉露”里，突然感觉被温暖与幸
福笼罩。光是有生命的，而我想这

生命力，在疲惫不堪、纷繁慌乱之
中也无法体会到。

让心灵处于波澜不惊的冥想
状态， 去感受自然原初的美好，去
拥抱普照万物的阳光。 人平和了，
所有的思维禁锢都解开了，我仿佛
看到温暖在远方升腾，恬淡在眼前
晕散，这是阳光的不老，也是心灵
的不锈。

当诗意闲适的心与不老的阳
光邂逅时， 世界就变得光明而辽
阔，人生也变得纯粹而超脱。

拥抱阳光，在现代步伐繁忙的
城市生活中返璞归真，追寻湮远年
代的鸿蒙灵气。

拥抱阳光， 不仅是张开双臂，
更是在心底。 即使身处幽暗低迷，
心灵依然可以栖居在温暖恬淡里。

■长沙市雅礼中学
高1410班 朱紫谦

习作园

拥抱阳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