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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9 月份，单位组织我们参加了一场大合
唱比赛。在排练过程中，由于队员们大多缺乏专
业的演唱技术，为保证演唱效果，单位专门为我
们请来了几位老师。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老师
对队员们进行了严格、认真、耐心的高强度训练，
要求每名队员在发声方法上要讲究“闭拉开合”，
从身体运用上注意“脏动容松”，音质上达到“真
深通密”，效果上力争感己化人，各声部内要同进
共退，声部间密切配合、时机准确。除了技术、技
巧等基本功之外，老师还特别强调，合唱最重要
的就是淡化自我、突出团体，做到众人合一、整齐
划一，这才能称得上高质量的合唱，否则只能是

“呕哑嘲哳难为听”，毫无韵律和美感可言。
从《辞海》中可以看到“合”的意思之一是聚、

集，从物理学的角度看，只有振动频率相同才能
引起共振和共鸣；从队员的个体来说，要在大脑
的统一指挥下，通过脚、腿、腹、腰、肺、喉等一系
列肢体、器官的协同配合，建立起一个利于发声
的“管道”，从而使气流引起胸腔和头腔的共鸣，
释放出美妙的声音和旋律。

由此，我联想到一个家庭、一个单位，乃至一
个政党、一个国家，要想和睦相处或稳定发展，更
离不开遵循一个“合”字。对一个家庭来说，只有

“合”才能“和”，才能万事兴旺；对一个政党和国
家来说，只有万民齐心、步调一致才能众志成城、
战无不胜。

中国古代经典著作《管子》中言：“夫轻重强
弱之形，诸侯合则强，孤则弱。”就是对这个道理
更深层的诠释。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宗旨，把推翻“三座大山”、
救民于水深火热、实现民族救亡图存、人民翻身
解放，从而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富强文明的
社会主义新中国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顺应了历
史洪流和民族心愿，从而把全民族的意愿聚合成
抵御外侮、民族独立的希望之火和洪荒之力。在
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坚韧不拔、艰苦
卓绝的不懈奋斗，彻底赶走侵华日寇、打败蒋家
王朝，力挽狂澜、重拾河山，在旧中国的废墟和瓦
砾上建立起独立自主、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新
中国。如今的中国，政治顺通、军事强大、经济繁
荣、社会和谐，人民安居乐业。凝聚共识、激发合
力，在党的十九大即将到来和建国 68 周年之际，
让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进，努力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作者单位：省豫中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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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空万里秋意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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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 护 阳 光 需
要的不是重围，而

是释怀。
——题记

当音符缓缓汇聚，从
山间的小花中迸出；当夕

阳缓缓西下，在金色的海浪
中隐没；当岁月缓缓流转，从

光阴的缝隙中漏下，你是否也曾
经历几多沉浮，几多坎坷？你是
否也曾怀疑生命的阳光已将你遗
忘、将你抛弃？你是否也想追寻一
份明亮，一份温馨？那么，朋友，请
将手给我，听我诉说。守住阳光，并
非遥不可及的梦。

假如给我三天阳光

上帝总是将不公的命运强加于
懂得释怀的人，因为他们能将黑暗
也化成明媚。阳光于海伦而言，是
万分圣洁的东西，然而她投入全部
生命的希求也换不来我们习以为
常到视而不见的一缕金黄。但海

伦的双眸生在心中，她学会了
遗忘痛苦，学会了向命运释

怀，学会了打开心扉。她的
确不曾见识光明，但她得

到的阳光比我们每个人
都多。敞开心怀守

住阳光，不要让忧
愁 遮 住 了 窗

扉。

不要挡住我的阳光

能成就辉煌的不仅是帝王的利
刃，木桶里也可以睡出天才的哲人。
第欧根尼一生唯一不肯放弃的便是
对阳光的追求，即使是面对亚历山大
的威严，也可以将其如蜘蛛网般轻轻
拂去。“请不要挡住我的阳光。”轻描
淡写的拒绝，骄傲与脱俗已然凌驾于
帝王之上。睿智如他，早已把眼前混
淆视线的物欲名望拨开，只虔诚地追
随那一片阳光。我们难道不应谨记
于心，敞开心怀，守住阳光吗？不要
让俗欲迷乱了方向。

守住这一片阳光

大多数人都不是与生俱来的天
才，也没有命运加之于身的残缺，平
凡如尘。平凡教给我们的不是漠然
和懈怠，而这两样，这恰恰是我们头
顶最大的阴霾。我想说，不残缺所以
要知感恩，不天才所以要懂追求。对
自己的平凡要微笑接受，并把微笑送
给身边一样平凡的人，打开心中的
窗，让阳光洒入，你会看到，平凡如
斯，也可以在阳光下绝美地舞蹈。请
记得，敞开心怀，守住阳光，不要让
漠然掩盖了属于自己的快乐。

前路蓬山一万重，总躲不过几多
坎坷沉浮。然而，阳光总在前方坚定
地守候，无论道路多么难，脚步多么
慢，阳光不会遗忘，除非你将自己放
逐。守住阳光不需要重围，只要释
怀。忧虑俗欲漠然通通抛开，才能看
清前方。柳暗花明的刹那，你会相
信，敞开心怀，阳光自然涌入。

合唱的启示 □袁卫彪

守护阳光
□孔子文涵

铁警忠魂保平安 □张瑞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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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一式练本领
铁流滚滚汇巨阵
所向披靡缚顽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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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防控建奇功
红门卫士展雄姿
敢打必胜写忠诚

(三)
国歌嘹亮党旗红
誓言铮铮裂长空
激情燃烧心似火
热血澎湃身先行
勇于担当维稳定
众志成城必打赢
铁警忠魂听召唤
千军万马踏征程

（作者单位：郑州市公安局嵩山路分局）

声明公告

敬告：本栏目信息所有手
续虽经严格审查，但不能保证
每条信息的真实性，所有信息
只作为双方交流平台，客户交
易前请审验相关证明文件和
手续，签订有效的法律合同，
本报刊登内容不作为承担法
律责任的依据。

寻人启事

●缴款人王其仁于2017年7月
20日缴纳的诉讼费一案件受理费
1490 元，所出具的票号为
2388532的《河南省行政事业性
收费基金及罚没收入专用票据》收
据联不慎丢失，因此所造成的一切
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特此声明。
●张卫兵，二级建造师证书不慎
遗失，资格证书编号0027569，注
册编号：豫241091D18653，证
书编号00365028，声明作废。
●焦作天宝桓祥机械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10893005010376，声明作废。
●王薇媚《出生医学证明》编号为
P410202032丢失，声明作废。
●安阳市宇丰快递服务有限公司
安钢南分部许可证丢失声明作废。
●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闫伟同志，我司与你（身份证
号：410711198206221010）在
2009年7月27日签订了无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鉴于你2017年8
月9日起无故旷工至今，严重违反
《劳动合同法》及我公司规章制度
第47条的相关规定，我公司研究
决定解除与你签订的劳动合同。
我公司通过电话、邮寄等方式向你
送达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未果，现
通过公告方式向你发布解除劳动
关系通知，公告期为三十日，请你
在本通知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我
司人事部门办理相关手续，逾期将按
相关法律法规办理。特此通知
国药中原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12日

注销公告

●师会会，女，身份证号:410511
198901045003，现寻找亲人程
艳波，男，安阳市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安阳县）高庄乡开信村
人。见报后速与我联系。电话:
13523319716。

●本人王新平，家
住安阳市汤阴县伏
道乡南阳村，2008
年10月份在郑州人
民医院门口抱养一
岁女孩，现寻找孩子亲生父母，
如有知情者请联系，定重谢！
联系电话：13937220029

寻亲公告

●栾川县陶湾供销社南沟综合门

市部营业执照正本丢失，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10324MA3XAN

WC16，声明作废。

●娄君霞抵押至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郑州花园路支行名下

的郑房他字第1503014758号他

项权证遗失，特此声明。

●郑州昂生科贸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讨论决定，即日起解散郑
州昂生科贸有限公司（注册号：
410105100063616）郑州昂生
科贸有限公司已成立清算组进
行清算，请各债权人自接到本
公司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
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司此公告
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
●河南金色创想广告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经股东会讨论决定，即日起
解散河南金色创想广告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注册号：41010510009
4010）河南金色创想广告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已成立清算组进行清
算，请各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通知
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
的自本公司此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洛宁县大丰收农果专业合作
社（统一代码93410328068920
4525）经成员大会决定拟向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
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新蔡县红伟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统一代码93411729MA4
041UP4D)经成员大会决定拟向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
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
向本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兰考县佳信家电维修部营业执
照副本丢失，注册号：410225618
128718，声明作废。
●兰考县佳信家电维修部税务登
记证副本丢失，税号：410221198
20407523801，声明作废。
●南阳市恒发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遗失组织机构代码副本3494
4355-X声明作废。
●河南海鹰建材有限公司遗失
营业执照副本914113O3MA4
4BJA97Y声明作废。
●2017年 9月7日出生的张瑞
鑫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2179573，声明作废。
●个体户常红勤营业执照正本
丢失，注册号4113226180929
90，声明作废。
●2009年01月21日出生的张
璐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I410205643，声明作废。
●嵩县田源农民养殖专业合作
社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陆保新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
723198107207755，声明作废。
●2013年7月9日出生的王曦
晗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1765937，声明作废。

综合分类
综合分类内容同步刊登在河南法制在线网

网址：www.hnfzb.com

●信阳双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焦作市阿波罗建设项目评估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洛阳微恒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武陟县客乐购商贸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商丘市顺艺包装有限公司经股

东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

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虞城县彬宇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泌阳县华洋投资咨询管理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新县八里畈镇龙潭口生态养殖场

（注册号411523010005505）经

股东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项城市新轩商贸有限公司经股

东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2011年11月27日出生的李
军龙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0863502，声明作废。
●新安县铁门信诚燃具店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丢失，税号410323
197106144029，声明作废。
●2013年1月11日出生的贾
依婷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N411373410，声明作废。
●2014年12月19日出生的刘
博瀚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871437，声明作废。
●2012年4月11日出生的刘
文静，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884330，声明作废。
●2008年11月21日，2013年3月
23日，王长喜缴纳的关于南阳市
桂花城多层2号楼二单元501室
的房款、预收办证费收据丢失，收款
收据编号为：0067175、0067176、
0067177、0032385声明作废。
●河南省泌阳县轻纺工业供销公
司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遗失，代
码：175990528，声明作废。
●宜阳县香麂山镇阿强影像工作
室营业执照正本遗失，注册号：
410327600108274，声明作废。
●张素梅位于兰考县车站路西段
南侧的房产证遗失，证号：兰房字
第00003938号，声明作废。
●民权新义建材营业执照正副
本遗失，注册号：41142161106
4481，声明作废。
●民权县南华大众大酒店营业
执照正本遗失，注册号：411421
611223807，声明作废。
●开封金桥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本遗失，统一代码：9141
0204MA40F8DU6Q，声明作废。
●武陟县银河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组织机构代码证（684649942）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均遗失，声明作废。

●黄崇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1224610012713声明作废。

●泌阳县华洋投资咨询管理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4117260000062

61）、税务登记证（41172657499

6281）正本均遗失，声明作废。

●西华县城关月艳平价粮油店营

业执照正本遗失，注册号：411622

621177567，声明作废。

●济源市邵原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七号矿井分公司营业执照、组织

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正本及

副本、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章

遗失，现声明作废。

济源市邵原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破产管理人 2017年9月30日

●济源市邵原焦化有限责任公

司七号矿井营业执照、组织机构

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正本及副

本、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

章遗失，现声明作废。

济源市邵原焦化有限责任公司破

产管理人 2017年9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