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晃晃雪雪：虽说都反对早恋，但荷尔蒙的力量不可小
觑啊！

@神的孩子-wh：今年的湖北状元真是不甘寂寞，争奇
斗艳。区别于以往长篇累牍、索然寡味的状元新闻，裹挟上
花边新闻，大众消费“状元”又找到了新的土壤。

@仁仁1018：我想说：这个概率很低，十年估计也不会
出一对，你俩让禁止早恋的老师们情何以堪啊！！

@�监控钓鱼岛：相互鼓励，相互帮助，有共同目标。何
必看有形的，现代教育将就综合教育，培养全面人才。对这
要正面理解。

@kelven-先森：校园言情小说的节奏啊……
@月儿弯弯coolgirl：我觉得学校应该培养正确的爱情

观，而不是一味的禁止谈恋爱。难道学校不知道，学生的好
奇心是很强的？你越禁止，他就越想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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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恋也是正能量
佛山高考第一名：苦学只为“泡妞”

@中国之声：
【广东佛山高考第一名：苦学只为追女生】“其实我读高一时暗恋一个

女生，那个女生成绩很好，为了追上她，我从高二开始便下猛功夫学习了。”
佛山上演现实版《那些年》，吴海灏为爱发奋学习，但那女生却并未考好，吴
打算报浙江大学，“因为她曾经也是以浙江大学为目标”。

… 透视镜

是痴情种子，
更是瑜伽高手

在众多学生中，吴海灏同
学显得特别腼腆。

吴海灏今年以663分的高
分夺得禅城区区直学校理科
第一名。 吴海灏的班主任表
示，吴海灏并非从高一开始就
是尖子生，“他刚入学那会儿，
成绩在全年级只排100多名，
在整个禅城区排名也是1000
名之后。从高二开始，他的成
绩便突飞猛进了。”

说到自己为何成绩突飞
猛进，吴海灏笑了笑：“你们要
听真正原因么？其实我从高一
开始就暗恋同校的一个女生，
那个女生成绩很好，为了追上
她，我从高二开始便下猛功夫
学习了。” 为了成绩追上心仪
的女生，吴海灏付出了比其他
同学多倍的努力， 为了学习，
他连中午的午睡也放弃了，有
时候来不及吃饭，就买一个面
包啃啃。终于，他的努力有了
成效，到了高二下学期，他的
成绩已跻身年级前几名。

高考完的第二天，吴海灏
终于向心仪的女生进行了表
白。吴海灏说，并不是希望这
个女生能够接受他，只是想把
自己藏在内心3年的想法说出
来。高考成绩公布，吴海灏成
了禅城区理科第一名，但他心
仪的女生却并未考好，“命运就

是这么奇怪。” 吴海灏感叹。如
今， 吴海灏把目标瞄准浙江大
学和复旦大学，“我应该会报浙
江大学， 因为她曾经也是以浙
江大学为目标。” 吴海灏表示，
他将报考化学专业，“虽然这种
纯理科专业现在不是很好就
业，但我不能把4年的时间花在
自己不喜欢的专业上。”

不同于一般男生课余爱
好打球跑步等，吴海灏的课余
爱好竟是做瑜伽。“我从小就
喜欢瑜伽，高中时每天晚上熄
灯后，都会在床上练一个小时
的瑜伽。”吴海灏说着，随即摆
了个瑜伽的动作，将腿放到了
脖子后面，让在场的人不由得
惊呼起来。“这有什么，这只是
瑜伽的基本动作而已。” 吴海
灏得意地笑了笑。

■据南方都市报

… 链一下

@都市快报：【赢了世
界又如何】26日深夜，武汉
市2013年高考理科第一
名在人人网上发了一条状
态：“得到了全市的美誉，
得不到你的驻足。”

@北理工SQA：【高
考第一名竟是一对小情

侣？】今年湖北高考文理第
一名， 均出自襄阳X中。省
文科状元李卓雅、理科状元
贺维艺， 他们都是复读生！
这不是最惊奇的，惊奇的是
他们是一对小情侣！这算是
早恋的成功案例么？网友回
复：我又相信爱情了！

学霸的爱情

吐槽…

联谊 交友

转让 租售

湖南军锋物贸有限公司遗失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1 年
6月 23 号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430193000036420（2-1）
S ； 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
IC卡，代码：57658683-3；
以上证件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佳润渗灌设备有限公
司遗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雨花分局 2012 年 12
月 5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一本，副本（2/1）和（2/2）,注
册号：430111000040028,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公告声明

长沙市爱妙屋日用品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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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开福区荷花池巷 11号荷园 1栋
1705室 联系人：王伟 电话：85557688

注销公告

������受托， 我中心发布一辆别
克 SGM7240GL 轿 车 （湘
EC0028） 转让公告， 车架号：
LSGWT52XX6S154693, 车辆
登记日期为 2006 年 6 月，挂牌
价为人民币 2.76万元； 竞卖保
证金为人民币壹万元整,报名截
止期 2013年 7月 8日 12时。
详见：www.hnaee.com
联系电话:13975939996

0739-2277622
邵阳市产权交易中心
2013年 6月 28日

一辆别克轿车转让公告

湖南力佑大成经贸有限公司
遗失湖南省长沙市质量技术
监督局 2012 年 7 月 5 日核
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 代码
号：59940693-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宁乡县煤炭坝镇 树村顺得鞋
厂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124000021790声明作废。

木昔
女经商富女 35离孩归对方性感
迷人有房车孤单寻友 15575128666
男 58丧 176公务员宽房独居征
实 在 成 家 女 13308451267

高薪聘红娘 84321711

长沙市天心区桂花坪网吧遗失
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心
分局核发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10300006480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取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代码：
57025101-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铨郅铨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 IC 卡，
代码：59755182-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胡松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芙蓉分局 2011年 11月 11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010260033966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经湖南兴润冷链物流有限公司
股东会议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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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周佳勇
电 话：18942513338
地址：长沙县黄兴镇沿江山村。

注销公告

长沙君泽建材贸易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四十五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地址： 长沙市开福区三一大道
天都大厦 3栋 8033房。 联系人：
夏仿 电话： 13307497916

注销公告

石林娟遗失保险资格代理证，证号：
00200906430000034631，声明作废。

阳灵燕遗失保险资格代理证，证号：
00200809430000004739，声明作废。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交往请慎
重 ， 谨 防 受 骗 ， 切 勿 盲 目 经 济 往 来

中风、腰椎间突出、前列腺专
治
医林奇杰 伍本裕 名老中医秘治：
●中风后遗症、半身不遂、手、身发
抖、口流涎、瘫痪在床，一月痊愈。
●颈、 腰椎间盘突出、 骨质增生、坐
骨神经、股骨头坏死、骨髓炎、骨结核、分
期分类能在短期内痊愈。
●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阳
痿、男女拉尿不出痛，一月痊愈。
长沙市望城坡门诊部（银杏路 6号）
0731-88812718、13975156778

������整体转让株洲某汽车 4S
店，营业中，面积 2300 平方米 ,
软硬件齐全，转让金 500万元。
联系人:张先生 电话:18974193785

转 让

现有新开铺临街门面 400M2-
1200M2 适用商务宾馆， 现对外
招租联营。 13607437462吴先生

门面招租、联营

远大一路超低一口价
不分楼层三房团购

五月十日起正式认购 82508399

女 29 岁、丰满肤白、嫁香港因夫
不育、特寻一位自愿 60 岁内健康
男士圆梦 152 6761 3218详谈

●真情圆梦：女思雨 28岁温柔
靓丽因夫不育分离未育为幸福
寻健康男士 13925282602亲谈

请倾听我的心声：温柔女 28 岁
1.66 米漂亮特寻健康男圆梦有
缘帮助你发展 18850971681 亲谈

征婚男 46岁丧偶稳重有修养真
心寻一心一意过日子的女士为
妻有孩更好 13480662667亲谈

男 49岁丧偶退伍经商经济优稳
重诚觅体贴顾家女为伴有孩可

本人征婚 13927452318

李涛身份证遗失，证号：43010319
7401013045，声明作废。

女 33 岁丧偶独居温柔体贴漂亮，
经商多年收入稳定 ，想找一位
重感情顾家孝顺的男士相伴一
生，其它不限 13590226973本人接

女 35岁丧偶独居多年端庄贤惠气
质佳，自营生意多年，诚寻健康
有责任心男为伴，贫富不限，有
孩视亲生 13826578454 本人接听

长沙飞鹏商务咨询有限公司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 IC 卡，代
码：58276280-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董进芝遗失户口迁移证：湘迁字
第 00400179号，声明作废。

四川雨昕投资有限公司长沙分
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二建同发投资有限公司遗
失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430103597551226， 及 中 国 人 民
银行长沙中心支行核发的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5510018150901，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瑞泰高级硅砖有限公司
遗失湘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1 年 9 月 19 日核发的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321000009019。 湖南省湘潭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发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号：
69402427－6。 湘潭县国土资源
局核发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
坐落地址：杨柳中路西，号码：
A17024。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公告

长沙市雨花区芝奇汽车配件商
行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 IC卡，
代码 L4523855-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黑马艺帘布艺行
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 IC卡，
代码：L1478549-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瞿峭刚遗失长沙理工大学报到证，
编号 201210536201500，声明作废
蔡勇遗失保险代理资格证，证号:
200604HNCS317747声明作废

史穆遗失保险代理人资格证，证号
19980143010100000082作废。

易志方遗失行政执法证,证号：
湘 01063200143 声明作废。
朱江江遗失保险代理资格证，编号:
00201006430000016317，声明作废。
陈玲遗失护士资格证，证号 43
092319861208236X声明作废

长沙山南水北文化传播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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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珊，
电话 ：18684883688

注销公告

邵婷遗失保险代理人资格证，编号：
00200903430000088218，声明作废
万美卿遗失保险代理人资格证，编号：
20060344000009002635，声明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湖南高桥大市场
馨溢园茶业商行遗失公章一枚，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县天盛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1000549510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关利平遗失结业证书证号：10
5331201105104111声明作废。
许满英遗失户口内页身份证号码
４３０４２２１９５９ｌ１１４６９６０声明作废。

刊登
热线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
提示：本分类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勿盲目经济往来

佛山高考第一名吴海灏。

湖北高考文理科第一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