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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儿仿佛季节的时钟，开春了，布谷鸟
叫着，农人开始插秧播种。

每一种鸟儿似乎都与季节有着关联。
“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晏几

道的词就是鸟谱里的一章。
小时候燕子也当做家鸟。它们是生长

在每家每户的堂屋里，与我们住在同一个
屋檐下，它们在屋梁与椽木上做窝，一点不
认生，知道农家的茅草房子就是它们的家。

燕子们挑选中意的人家才筑巢。燕子
做窝的人家都和善积德、代代忠厚。燕子
们认准了这一家，年年晚秋去了南方，到了
柳芽萌动，它们依然回到这里。

建燕子窝是很费工夫的事，它们从河
边或者池塘边，一口口衔来稠稀适中的黄
泥，一个春天里，层层叠叠的一口口泥粘在
一起的燕子窝就垒成了。燕子窝也是一件
艺术品，它们形态各异，却是美的建筑。

不知不觉，几只燕子就从燕子窝里伸
出了头来，叽叽喳喳的，等着燕爸爸、燕妈
妈啄来蚂蚱等昆虫，它们一个个永远吃不
饱的样子。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家里四世同堂
三世同堂非常普遍，爷爷奶奶一般住在堂
屋里。

爷爷去世早，但是奶奶常年在家里，生
产队里的活不用去干了，看院子守护孩子
们就是奶奶唯一的事，所以堂屋和各个房
间都是整个白天都不会关门的。
奶奶是非常和善的人，奶奶陪我们几个孩
子坐在大门石台上玩耍，谁家邻居来借碗
盘、各种农具，奶奶就说在屋里天井里哪个
地方，你自己进去拿吧，从来对人没有防范
之心。

因而对燕子的呵护不用奶奶说，我们
也是从小都不会去拿着杆子捣燕子窝的。
所以年年春天，我们都盼着燕子们回来，燕
子们叽叽喳喳叫时，我们四五个孩子也是
叽叽喳喳着围着桌子吃饭，一碗粥、一张煎

饼、一盘素炒土豆丝或者素炒萝卜丝、一碟
小咸菜，我们都吃的香喷喷。燕子也成了
我们家里的一员。等有一天，那些燕子不
再叽叽喳喳了，那就是一窝燕子长大了，它
们一只只飞出去，再去另一个房间或者另
外的人家做窝。

奶奶就会说，等你们长大了，也会像燕
子一样，都会飞得远远的到远方去。

那时候不会理解奶奶说的远方在哪
里，也不会放在心上。但是我们一个个长
大，当我们兄弟都高中毕业后，真的都离开
了家，大哥到了百余里外上班，二哥、我和
弟弟都走上从戎的道路，到了千里在外，而
我到了东北，辗转各地，才忆念起奶奶的话
语，感慨人鸟同理同性。

雏燕们在窝里有时候也争来争去，不
下心就会被挤下来一个，我们会小心翼翼
用个木棍把燕子送回到燕子窝里。它们离
开窝，也像我们跑远了找不到家，等着奶奶
或者母亲唤我们的小名，才恍然从忘了时
间的游戏里抬起头，赶紧往家里跑。

燕子们起得早，勤劳人家都有早起的
习惯。奶奶早起来先去菜园里采来带着露
水的新鲜蔬菜，父亲早早起来提着水桶去
井边打水，母亲是三更半夜里就起来了，她
要先摊完一盆玉米或者地瓜糊子的煎饼，
然后还不耽误天亮去生产队里上工……

人勤春早，只有在这样的人家，你才知
道一寸光阴一寸金，贫苦的日子却津津有
味，没有感觉到一点物质贫乏的焦虑，吃得
饱穿得暖，奶奶的和善、父亲的宽厚、母亲
的勤劳都是遗传到我们身上的最好品质。

因而到现在我们都有早起的习惯，就是
节假日我们也是五六点就起床。我继承了
母亲三更半夜早起干活的习惯，那时候夜里
醒来，听到母亲一个人在柴火棚子或者露天
里摊煎饼，燃烧的噼里啪啦的柴火声以及煎
饼批子与煎饼鏊子接触的摩擦声，是我们的
催眠曲，也是警醒我们的无言的楷模。

所以，现在我夜里突然醒来，无论半夜
还是凌晨两三点，就会想起母亲半夜摊煎
饼的情景，我会立即起床，读书、写字或者
写作，都似乎有着无穷的力量和精力，这都
是母亲的勤劳精神所赐，让我有了一种珍
惜时光与劳动的自觉。只有这样，我才能
在世间无愧父母的养育，做一个自食其力
和对社会有用的人。

燕子们也是喜欢起早的，它们也是在
晨光里就会出门，无论筑巢，还是去为雏燕
们逮来蚂蚱等昆虫，它们也必须不遗余力
地劳作，才能维系一个家庭的繁衍生息。

燕子们出门，我们几个孩子也会背着
书包开始去上学。在晨光熹微里，我们高
声朗读，每一篇文章都背的滚瓜烂熟，偶尔
扭头看看窗外时，电线上的燕子也排成了
一队，在叽叽喳喳上早课一般。

有的人家懒惰，晚起床，早睡觉，燕子
再从南方来时，就不在那一家做窝了。还
有的人家，嫌弃燕子叽叽喳喳的叫声，脾气
暴躁的一竿子把燕子窝给捣了，燕子们遇
到这样的人家还有什么话可说！它们一传
十十传百，这样的人家再也没有燕子来
住。没有燕子早晨催促着起床，一家子人
也越来越懒，日子过得也是逐渐不如人意，
他们家的孩子上学迟到是常有的事。别的
孩子在课间说着燕子窝里又生出五六个燕
子时，那些家里没有燕子窝的同学，会显得
非常尴尬。

一家人的温暖温度，即使是燕子也是
感受到的。

如今我生活在城里也三十多年了，见
到的燕子也越来越少。回到老家，随着奶
奶、父母亲的去世，我们常年在外，家里的
老屋也都上了锁，燕子们也没有了去处。
家家户户都是这样，外出打工，屋门都锁的
严丝合缝，那些在电线上排成一长队不停
鸣唱的燕子们，不知它们的后代们开始了
怎样的生活。

前几年，去郊区的一位朋友家参加一
个聚会，他家的屋檐下燕子在那里做了
窝。但好景不长，他家里安装阳光房，将整
个小院覆盖了起来。所幸，他给燕子留出
了一个进出的小窗户，这样的境遇和环境，
不知道如今燕子们还在那里做窝吗？

去年春天，桃花盛开的季节，去门头沟
采访一位建材企业家，他做古建修复工程，
一些明清民国的老建筑，在他的手中达到
了修旧如初。他的公司也是按照古建的模
式建筑的，二楼的走廊是开放的，雕龙画梁
的梁椽间，他给钉上了一些木板，适合燕子
来做窝。

他自豪地指给我看这三五十窝燕子
窝，有的是一对在里面，更多的是三五只六
七只的雏燕们在伸着头叽叽喳喳叫个不
停，仿佛让我回到童年的老家。

他说，燕子都是有记忆的，它们也在寻
找祖先居住的老屋，以及雕龙画梁的房檐
下，安下它们的家。因为这些貌似古老的建
筑里安家，它们的家也是一样长久永续的。

等我告别这里，一群群燕子们围着这
一栋楼房飞上飞下，是很少见到的燕群
了。我坐上了车，又走了下来，拍下几张燕
子窝，以及燕子们飞翔的照片，将它们永远
留在我的记忆里。

衔着春光的小燕子，你给我们带来了
春光和希望，带来了生机与活力，我们的家
园因为有你们才有了催人上进的进行曲。

你看，一些设计者们在楼房板檐下，留
出了空间和平台，燕子们会循着爱飞来，它
们会找到自己的栖身之地。燕子有了安居
乐业的家园，它们的尾翼就会像二月春风
的剪刀，燕语呢喃里，裁出千万柳丝，万万
般绿叶花束。

我的家乡在雷州沈塘，那里素有“蒲
乡”之称，镇上中学的文学社还以“蒲乡”来
命名。在我的记忆中，我们镇上除了赶集
圩日，还有一个赶集席圩日（就是当天会有
很多买家来收购蒲席），圩日逢农历三、六、
九，席圩日逢农历二、五、八。我们小镇真
正热闹的是席圩日，因为那天很多人卖完
了蒲席，手头宽裕，买卖自然就多了。当年
小镇经济的繁荣，是离不开蒲席交易的。

身为蒲乡人，才真正知道一张蒲席的来
之不易，其中的工序，是很多人所不知道的。

记得有一年，母亲为了多赚些钱，去隔
壁村直接买下别人草田里的蒲草，然后带
着我们兄弟姐妹一起去割蒲草。割蒲草是
大人的体力活，哪里是我们几个小毛孩所
能驾驭的。我们一不小心就被蒲草划破了
手，真正能帮得上点忙的也就是大姐和二
姐，贪玩的我却在草田里摸鱼掏鸟巢烧蜂
窝，玩得不亦乐乎。三亩多草田我们割了
两天多，个个都直喊腰酸背痛，在我的记忆
中，那是最苦最累的农活。从那以后，母亲
再也不买草田来割草了，我知道那是她在
心疼我们太苦太累了。

蒲草割回来后就用一根长长的横木叠
好，然后开始拔草，把干枯的留下，按长短
的顺序依次拔出，长的可以织大席子，短的

就织小席子，做到物尽其用。
拔好草就要开始暴晒，晒到一定的程

度就要放到公路上给汽车碾压，我们称之
为“捱草”，那才是蒲草真正成型的时候。
压好后就要染草了，从集圩上买来红蓝两
种颜色，在锅里烧好热水后放入所需颜料，
再把蒲草放入热水翻滚数分钟即可。晒干
后还要用一根大木棒（我们叫草锤）反复锤
打，我们把这道工序称作“将草”。“将草”不
仅是体力活，亦是技术活，力气太大不仅手
会起泡，蒲草也会锤烂或太软，锤得均匀，
力度把握到恰到好处，织起来就会得心应
手，当然这是熟能生巧的。

经历了那么多前期工作，蒲草才真正
可以织席子了。我们村里那时有几棵老荔
枝树，树荫好，很多人都集中在那树下织蒲
席，织席的大多是女孩，很多大人忙农活去
了，大伙在一起有说有笑一边聊天一边织

席,有的还哼着雷歌童谣。
雷歌是我们雷州人那个年代最好的抒

怀方式。我们男孩就等姐姐织好席子后就
开始“串象棋”（就是把多余的蒲草通过穿
针把它穿进席子里面，在这之前还有道工
序叫“备象棋”）。浓荫的大树下，众人或引
吭高歌，或道家长里短，或开怀大笑，那是
多么热闹的场面啊！

织席是一门真正的手工技术活，心灵
手巧的女孩会在席子上面织各种图案或文
字。我们最常见的是囍字，还有百年好合
之类的，图案是三角板较多，四周还会织围
城状的回字形围着文字。从这个角度来
说，织席工艺是我们雷州劳动人民的一种
民间文化，它亦是可以申请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只可惜现在随着时代的进步，织席
这种手工活已经悄悄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现在在蒲乡从事这份传统行业的人已经寥

寥无几了。
蒲席的最后两道工序是连贯完成的，

就是“割象棋”和“撑象棋”。所谓的“割象
棋”就是把多余的蒲草割掉，就呈现出一张
做工精细图案精美的席子了。“撑象棋”是
最后一道工序，就是一个人跪趴在席子里，
不断用适当的力度双手向席子的两边把席
子撑大撑平。最后还要在席子上喷洒一些
清水，应该是起到润色的作用。

儿时觉得最幸福的时刻就是一张张席
子大功告成的时刻，忙碌了几天下来总算
见到成果了。第二天拂晓，母亲就会骑着
28寸自行车驮着一大卷席子到镇上去卖，
我们就能吃到各种梦寐以求的零食，饭桌
上还有大鱼大肉。在我们的童年时代，织
草席这种副业，是我们蒲乡人家家户户收
入的主要经济来源，它让我们坚信，勤劳就
能致富。

从蒲草到蒲席要经过很多道繁琐的工
序，一张蒲席也卖不了几个钱，这也是为什
么这个行业渐渐无人问津的原因吧！每次
回乡下看见有老人在织蒲席，我心中都会
有种敬佩之情，她们在坚守的是一门手艺，
就像一个匠人在艰守一门即将失传的手艺
一样，他们不在乎能从中赚多少钱，而是纯
粹的不舍和热爱。

燕子来时新社
郭宗忠

黄文强

井冈山的挑粮小道，在红军脚下
从低洼的山脚下绕过密密山林
前一脚深，后一脚浅
踩出一条革命胜利的通途

挑粮小道，传奇、悠久与负重
那些山花、落日、白雾与鸟语
更有潺潺的流水，把井冈山
革命斗争故事，编成一首首歌谣

挑粮小道，洒下红军战士的血迹
朱军长那根三尺扁担
挑着红军战士的冷暖和温饱
挑着井冈山精神和厚重历史

行走在这条崎岖的挑粮小道
读着井冈山革命斗争史诗
仿佛倾听到黄洋界的炮声
从挑粮小道一路走来
走进了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处
走进富庶的今天和灿烂未来

麦剑挺

挑粮小道
陈强

春一开，你就走来
走上这荒凉的旷野
沐浴着早春的雾水
忍受着孤独的寒风
翻阅过所有的唐诗宋词
没有赞扬你的诗句
寻找过浩瀚的辞海宝典
没有你的尊姓芳名
你从不因此不返人间
依旧早早地来
把一个未烂漫的季节
鲜活光亮起来

你默默地陪伴梅花
从不奢望耀眼的桂冠
也不企求长成参天大树
你不择土壤的贫穷
即使田埂陡坡悬崖峭壁
也有你生活的踪影
小小的叶片上
凝结了白色的寒冰
也听不到你痛苦的呻吟

你默默地生长
从不争艳斗春
万物盛开的春天里
向过往的行人
送一族白色的小花

肖益民

无名花

蒲席

（一）
大漠孤烟绕暮秋，
狼嚎霜雪枕寒流。
从军铸就青春梦，
镇守边关壮志酬。

（二）

月落星沉梦九峰，
遥思战友忆真容。
王家店上寻军影，
惜别熊村泪又重。

从军记

单位证件

●湛江市赤坎区新春二横路19号北桥市场

肉类行六排十一号杨赵英遗失湛江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赤坎分局2017年4月13日核发的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40802MA4WEHX492，声明作废。

●湛江市赤坎区全顺建材经营部钟海全遗失

湛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赤坎分局2017年7

月4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440802MA4WRNY18T，声明作

废。

●湛江市豪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湛江市红门服装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湛江市霞山区民享路步行街肉菜市场干品

行33号谢丽连遗失湛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霞山分局2014年6月3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440803600019066，声明作废。

●广东西利体育发展有限公司遗失湛江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签发的电子营业执照，号码：

10015100010913，声明作废。

●湛江市霞山区衡力汽车配件商行柯波遗失

湛江市霞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13年8月

13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40803600355240，声明作废。

●湛江市事达实业有限公司遗失广东增值税

专用发票一份，发票代码：4400191130，发票

号码：21825608，特此声明。

●湛江市霞山区饭无名餐饮店方磊遗失湛

江市霞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16年 12月

22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440803MA4W3L2H95，声明作

废。

●湛江市海悦教育咨询有限公司遗失湛江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签发的电子的营业执照，号

码:10016090027347，声明作废。

个人证件

●广东省雷州市松竹镇贝村70号柴振奋遗

失雷州市公安局2013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

作废。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民和镇北门路136号

3单元401室雷振明遗失进贤县公安局2007

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广东省遂溪县乌塘镇后发村21号陈光耀

遗失遂溪县公安局2013年签发的身份证，声

明作废。

●谢永全遗失粤G50316号车辆的道路运输

证（纸质证），证号：002756295，声明作废。

●杨聪群遗失荣盛中央广场21号楼5层419

号铺的房款收据一张，单号：201814697，声

明作废。

●朱小燕遗失湛江市霞山区新时代综合市场

1066号档口由湛江银泰投资有限公司开具

的经营保证金一张，编号为：0007835，声明

作废。

●黄锦红遗失湛江市人事局2006年3月13

日签发的建筑助理工程师（初级）证书一本，

证书编号：粤初职证字第 0215005001184

号，声明作废。

●廉江市青平窝铺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遗失

廉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2012年11月13日

核 发 的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440881NA000484X，声明作废。

●廉江市营仔镇大榄田村民委员会沙岗村村民

小组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正本，核准号：

J5912000433504，帐号：80020000002380047，

声明作废。

●廉江市营仔镇大榄田村沙岗经济合作社遗

失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证明书正、副本，

证号：粤农集字第088120009005号，声明作

废。

●陈土妹遗失遂溪渔政大队2013年7月24

日签发的《专业基础训练合格证》一本，编号：

34408231300220，声明作废。

●遂溪县杨柑镇新埠村苏志鹏遗失驾驶证

C1 证 正 、 副 本 ， 证 号 ：

440823199206034910，声明作废。

●吴卓强遗失粤GM7362号货车的道路运

输经营许可证正本，编号：粤交运管许可湛字

440800086015号，声明作废。

●遂溪县杨柑镇新埠村苏志鹏遗失县公安局

2017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遂溪县遂城镇四九路1号黄春玲遗失县公

安局2012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遂溪县城月镇邦机村944号苏麒薪遗失户

口簿一本，声明作废。

登报易 保权益 成大事

权威媒体 最具法律效力
公告·启事 法院公告 清算公告 注销公告 拍卖公告

许可公告 寻找启事 声明启事 证件遗失

咨询时间:8:00-11:50 14:40-5:30

服务热线

3336821
3312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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