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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收到咖啡姐的快递，都忘记
这是第几次收到她的咖啡了，每年如
约而至的咖啡，让我分外感激，感激远
方有朋心心念念我的喜好。

我对咖啡的喜好，跟“小资”无
关，跟“洋气”也不沾边，源于好朋友
的影响，大概算得上爱屋及乌，抑或近
朱者赤吧。

大学期间，在校刊文学社，有一位
来自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越南籍女生，
每次在一起组稿编辑时，她总是冲调
一杯咖啡，坐在对面一边阅稿，一边喝
咖啡，偶尔可以嗅到杯口冒出的热腾
腾的香气，有时候看着她自个儿一小
勺一小勺地啜咖啡，感觉她迷恋的不
是咖啡的味道，而是那活色生香的气
息。不仅如此，她还经常用激昂的文
字或描述或颂扬她故乡咖啡的花色质
地，加之她身材较高大，大家都习惯称
呼她为“咖啡姐”。

咖啡姐是个微胖的女孩，笑起来
有两个小酒窝，脸总是肉嘟嘟的，或许
不及牡丹的鲜艳，但拥有月季的明艳，
有着毫无保留的灿烂，甜美的笑容很

有感染力。时间充裕时，她会煮一壶
咖啡给在场的每个人冲调一小杯，大
家都只是象征性的尝尝，很少像她那
样品味。

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和她零距离
接触，当年校刊文学社组织的一个夏令
营活动，我们俩分在一组，同吃同住半个
月，我无可救药地染上了咖啡姐的咖啡
瘾。

入驻夏令营的第一天，咖啡姐像主
人翁似的将一杯浓郁的咖啡送到我面
前，盛情难却，小心地品一口，咖啡冲
得恰到好处，香甜中合着微苦，乳白的
泡沫打着旋涡，水面不时吐出一个拘谨
的小泡泡，香味氤氲，透着阳光的味
道，彼此对视，却笑出了声，佐着手中有
趣的文字，惬意了初夏的午后，第一次
感觉咖啡如此美味！多年过后，我至今
依然记得那杯咖啡的味道。

每天活动完毕，咖啡姐回到宿舍
的第一件事就是取出杯碟勺子，冲调
咖啡，无论多忙多累，端上一杯冒着泡
沫的热气腾腾的咖啡，顿感沁人心脾，
仿佛这是对一种气氛、一种生活感觉

的热爱，俩人喝着咖啡，聊着天，山南
海北，极融洽，渐渐地，咖啡便成了我
们俩整个夏令营日常饮品的主宰。

咖啡姐性格开朗，善于沟通，乐于
交流，喜欢了解新生事物及各地的人
文景观、民情风俗，喜欢讲述自己家乡
迷蒙的烟火味儿，时不时地向我灌输
一些咖啡文化，诸如咖啡豆的大小品
种、咖啡豆的形状颜色、炒咖啡、磨咖
啡、冲调咖啡、喝咖啡以及咖啡用具的
讲究等等；常提醒我，咖啡要趁热喝，
凉了的咖啡不好喝，没了香气，还黏糊
糊的，连解渴都不行；还说，咖啡要小
杯装、小口品尝，大口喝咖啡不但烫，
而且没了香甜口感，犹如喝白开水。

咖啡姐不但爱喝咖啡，还爱做跟咖
啡相关的任何事情，有时候，她会声情并
茂地讲述她家乡人民种植咖啡、收获咖
啡豆的火热场面。时常分享假期里在自
家咖啡园忙农活的情景与感受，她说，旱
季浇水雨季除草冬季探收，小时候的她
总是盼望咖啡豆探收季，就跟我们小时
候盼望过年一样……

夏令营结束时，我爱上了她的咖

啡，她爱上了我的家乡话。后来，她去
我家乡参观岳阳楼，再后来，我去她家
乡看咖啡园，不曾想过，第一次出国旅
游竟然是去咖啡姐的咖啡园观光。

她们家门前用篙笆围成的一大片
地，种的全是咖啡，放眼望去，绿油油
的一片，绿得惹人眼，一家老小或站或
蹲地在咖啡园忙碌着，不远处，枝头的
鸟儿们悠扬地唱着歌，我忍不住地跟
她进入园里，伸出双手轻轻抚摸咖啡
的前生，碧叶重叠，参参差差，绿玉一
般，轻风徐来，咖啡园又如碧波荡漾的
绿色海浪，流翠欲滴的嫩叶与辛勤劳
作的一家人谈笑语，尤令人陶醉，我悄
悄地放一片嫩叶在嘴中，品尝母汁般
的醇香，清泉般的甘甜，美美地享受了
一番别样的田园风光。

咖啡姐很好客，特地拿出家里上等
的咖啡豆，又是炒又是磨的，仿佛是在
打磨了岁月的温度，磨好的咖啡经过她
的娴熟冲调，那种沸腾后的刚刚好，油
然感受到眼前泛着泡沫和香气的醇厚，
如果有人问，什么东西算得上最纯真的
享受，我想，咖啡应该算一种。

大学毕业后，咖啡姐没有自己回
家乡工作，自己经营一家咖啡馆，生意
不错，每次去她所在的城市，一杯咖
啡，两个人就可以很舒服惬意地打发
掉了大半天的时间；每次谈及彼此的
生活，俩人都心领神会地笑称，像一杯
咖啡。

生活犹如咖啡，有苦有甜，却又回
味悠长……

一幅三十八年前的褪色旧照片，牵出脚板
下一双烂胶鞋。

与你结缘，在年少得意时。接到省城学校
的录取通知书，四十元行装中，你占一份。

时光倒流在一九七八年，我告别了常崴脚
的木屐时代。

你踩着红土地，蕴含着红土的芳香，溶入令
人仰慕的大都市。

我嘴上哼着歌儿，你配上轻快的吱吱声，旋
律随着脚步的轻重缓急而变。

校园内，大街小巷边，公园里……留下你逐
渐磨灭底纹的痕迹。

酷暑马路上你隔离了滚烫的热浪，寒暑里
你亲吻着冰凉的地气，篮球场上你协调了我笨
拙的球技……

喜怒哀乐俩共享，艰难苦恨俩相知。
我得意时把你抛上天空，苦闷时你贴着我

的屁股作凳坐，我发怒跺脚时你舍身撞地球。
新一年，旧一年，缝缝贴贴又一年，你在广

州一呆就三年。
三年的相依相伴相恋，从发出轻快的吱吱

声过渡到无声，从断了后揪带变拖鞋到层层开
裂，你无怨无悔，形影相怜。

我时常想让你歇着吧，但孔方兄不答应，你
也不离不弃。

你用无声对潮儿的白眼，用矜持对时人的
揶揄。

带子裂了用火煨，你忍痛不流泪。底部断
层用渔网丝在你躯体内穿梭，你忍痛不哭，就是
不哭！

你就像战场上的勇猛士兵，即使骨肉分离
还冲锋陷阵！

三年苦读毕业后工作，开始新征程。领到
第一个月工资时，换下风烛残年的你。但始终
把你的品格与灵魂作为引领前行的方向标，激
励我人生的暮鼓晨钟！

咖啡
易露露

一双胶鞋

万益

大橘是我领养的一只流浪猫，因
其全身橘黄色，于是给它起名“大
橘”。养猫的铲屎官们（养猫界把猫主
人调侃为“铲屎官”）都知道“大橘为
重”这个词，意思就是，一只猫如果身
上的毛色沾有哪怕是一点点的黄，这
只猫一定很胖，很贪吃。更何况我的
大橘是全身的金黄呀！

当初领养大橘，是因为家中已有
一只名叫“团团”的狸猫，看着它每天
孤零零的样子，于是产生了给它找个

“男朋友”的念头，一个偶然的机会，这
只看上去憨憨胖胖的，呆头呆脑的橘
猫出现了。由于是流浪过的，浑身脏
兮兮的，鼻头还有被打伤的痕迹，眼中
充满了恐惧。刚来到家里，大橘胆子
特别小，两天不吃不喝躲在黑暗的角
落里，还被团团暴打，一副很委屈的样
子。大橘给我留下的最初印象并不
好，我打心眼里也不太喜欢它，毕竟它

只是为了给团团找的玩儿伴而已。
不知不觉中，大橘已经来到家里

两个多月了，依然是胆怯懦弱，经常被
团团追着暴打，虽然看上去，大橘比团
团身材大很多，可是大橘很自卑，从来
不敢还手，只是一味地忍让，逃窜。我
虽然一直不算太喜欢大橘，但是看着
它每天委屈的样子，也心生怜悯。一
有机会，就抱抱并轻轻的抚摸它，虽然
它永远是拒绝的。由于大橘来的时
候，已经是一只一岁左右的大猫，这个
年龄对于猫来说，已经算是成年，再想
跟人类建立新的感情，需要很长的时
间磨合，毕竟猫是一种天生敏感胆小
的动物。

我仍坚持每天一有机会就抱抱大
橘，哪怕只是瞬间就被它挣脱。尽量
让它感受到，它是被爱着的。每天给
团团吃什么，也一定不会少了大橘
的。我相信，只要一直对它好下去，大

橘慢慢会体会到的。
两个多月后的一个夜晚，我正坐

在沙发上拿着电视机遥控随意的调着
频道，大橘突然一下子窜到我的身上，
仰起头，用它圆溜溜的大眼睛笃定的
看了我几秒钟，似乎在说“就是你了”，

“喵……”的一声长叫，开始了在我怀
里各种撒娇。天呀！这可是大橘第一
次主动投怀，也是这一声长长的“喵
……”，从此开启了它新的猫生。

逐渐的，大橘不再胆怯，不再任由
团团追打，它感受到了爱，也变得越来
越自信。我也在岁月的无声无息中发
现大橘越来越多的可爱之处。粘人、呆
萌、贪吃、不挑食，每天把团团吃剩的食
物吃干净，把两个食碗舔的“晶莹剔
透”，还经常帮团团用猫砂掩盖粑粑。

团团是我的原住民，有一种先入为
主的优势，我一直以为我是更爱团团
的，直到有一天看着大橘认真的舔舐着

团团吃剩的“饭菜”，那憨态可掬的样
子，真让人心生怜爱。也就是在那一
刻，我意识到，其实，我早就爱上了大
橘，甚至胜过爱团团，只是我一直都不
愿意承认。团团刚断奶就被我抱回了
家，从小被娇生惯养，桀骜不驯，挑食，
任性，虽然它有这么多的“缺点”，但我
依然无条件的包容着。一直以来忽略
了大橘竟然有这么多的闪光点。

有时候我就想，大橘之所以成功
的逆袭，源于它流浪的过往使它对美
好生活的更加珍惜，它的好，已经在点
滴之间不留痕迹的扎根在了我的心
里。一只猫尚且这么努力的活着，我
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呢。

我的大橘，团团，你们是上天赐予
我最美好的礼物，是我生命中的精灵，
愿这世上每一个毛孩子，都能被温柔
以待，愿这个世界从此不再有抛弃，不
再有流浪……

大橘
唐艳梅(北京）

三伏之交临云南，上不蒸，下不煑，只有清
风徐来，花香扑鼻。

太阳说，云南太可爱，我真情给你释放柔情
的阳光，伴你轻歌曼舞。多余的热量送到赤道
去。

云说，因我而冠名，也因我而清凉。七彩云
南、彩云南现、云山之南、南边云下、彩云之南。

山说，我占地皮的八成八，家大业大，山峦
连绵不绝。金山银山是我赢得的赞誉，而不是
图有虚名。绿遍云南、荫蔽云南是我的使命。
魁梧又高耸的身躯，恭身把云和热拥入怀中。
大石头是我的小细胞，也能把热砸碎，灰飞烟
灭。即使是小小植被，也能将热浪兑换成清风。

风说，我们分别来自于太平洋的东南季风
和印度洋的西南季度，借此地相恋交融，理应投
桃报李，送与清凉。

月说，宫里桂月移植于此，柔柔的月光，大
树底下好乘凉。

水说，六大水系一百五十多条大江河，把热
量溶解冲走，更何况水的自我净化功能也同时
把燥热化为清凉。

人说，云南有二十六个少数民族，全省五千
万人口中有一千五百万为少数民族人口。民族
服饰都能把热浪盖住。热情奔放的人们也把热
浪融化。

荷说，小小的擎雨盖上晶莹剔透的露珠，可
感化大地的温柔。

只有东经、北纬无语，相视而笑。

彩云之南
（外一章）

寻亲启事
黄才聪、男，5岁，于 2014年 8

月 19日在廉江市塘蓬镇南充路口
捡拾。现登报寻找其亲生父母，自
登报之日起 60天内，该婴儿的生父
母或其他监护人凭身份证和所在单
位或村（居）民委员会证明与黄玉兰
联系认领。逾期，视作弃婴依法安
置。
联系电话：15816033456（黄玉兰）

寻亲启事
许孝平，男，廉江市塘蓬镇人，

黄七妹于 2017 年 11 月 2 日于廉江
市塘蓬镇陈垌村路口捡拾，捡拾时
刚出生，现登报寻找其亲生父母，自
登报之日起 60天内，该婴儿的生父
母或其监护人凭身份证和所在单位
或村（居）民委员会证明与我联系认
领。逾期，视作弃婴依法安置。

联系电话：13556800419（黄七妹）
单位证件

●湛江市霞山区龙彩艳食品店龙彩艳遗失湛江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霞山分局 2018年 12月 14日核发的营
业 执 照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40803MA4X78RM6D，声明作废。
●湛江市国胜物流有限公司遗失粤 G42952 车辆
的道路运输证（待理证），号码：002966431，声明作
废。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硇洲畜牧兽医站遗失“湛江市
东海经济开发试验区硇洲镇兽医党支部”印章，声明
作废。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湛江霞山支行遗失由
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具的北京增值税
专用发票（发票联和抵扣联）2 份，发票代码：
1100184130，发票号码：7370203、7370204，特此声
明。
●湛江市麻章区荣姐理发店肖荣秀遗失湛江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麻章分局2017年8月24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 正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40811MA4X1KB71K，声明作废。
●湛江开发区陈玲便利店陈玲遗失湛江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开发区分局2019年7月30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800MA53JP4X6P，声
明作废。

●湛江市赤坎区百园市场西侧水果行 4号档杨秋光
遗失湛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赤坎分局 2012年 2月 17
日 核 发 的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440802600025665，声明作废。

个人证件
●广东省遂溪县江洪镇永高村 133号陈杰遗失遂溪
县公安局2012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湛江市赤坎区康宁路 1号劳国义遗失赤坎公安分
局2017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 庞 妹 仔 遗 失 就 业 创 业 证 一 本 ，证 号 ：
4408000014006987，声明作废。
●广东省遂溪县城月镇城月大道72号糖厂宿舍胡茂
遗失户口簿一本，声明作废。
●洪月良遗失吴川市碧鼎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广东
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发票代码：4400162350,发票号
码：21936593,声明作废。
●黄龙辉遗失吴川市鼎龙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广东
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发票代码：4400163320,发票号
码：17612816,声明作废。
●广东省徐闻县新寮镇西山村73号李小娜遗失徐闻
县公安局2015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海棠一横巷2号303房欧阳辉

遗失湛江市公安局赤坎公安分局2018年签发的身份
证，声明作废。
● 冯 来 胜 遗 失 就 业 创 业 证 一 本 ，证 号 ：
4408020014000308，声明作废。
●（父亲）冯彬、（母亲）秦世红遗失儿子冯志超出生
证，证号为：O441215408，声明作废。
●廉江市石岭镇坝仔村 34号朱培明遗失户口簿一
本，声明作废。
●廉江市石岭镇广胜路 36号徐雪玲遗失户口簿一
本，声明作废。
●廉江市高桥镇大冲村新李村经济合作社遗失广东
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证明书正本，证号：粤农集字第
088106005018号，声明作废。
●廉江市塘蓬超越网络服务部全正富遗失廉江市市
场监管局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408812200348，声明作废。
●廉江市塘蓬镇星光门店全正富遗失廉江市市场监
管局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408813004110，
声明作废。
●廉江市廉城琳琳美容院黄洁琳遗失廉江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 2015年 1月 15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
册号：4408816004061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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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JRBS

价格合理 针对性强
投递精确 灵活方便

湛江日报社融媒品牌运营中心专递广告部

联系电话：3358591 13828235788

夹报广告 专递万家
欢迎委派 夹报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