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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意起，星星打扮好了准备下山，月亮也
迟迟疑疑准备卸妆，可风儿却忧郁得像失恋的
少年。校园是南瓜色的，灌木挂满了灯笼一样
的浆果，知了和蛐蛐儿同台唱歌，爬山虎兄弟
绊住了自己的脚，小猫把脸埋在花朵里，你站
在南国的秋天里吭呵吭呵地笑。

你在南方的艳阳里，清秋依然复制着夏天
大半个模样，只是风里有了凉爽的气息。

在早秋午夏的碰撞里，我闻到初秋的味
道。

秋意渐深，几场淅沥沥的夜雨，带走了最
后一丝热度。“囡囡，天凉了，别再穿着背心短
裤到处窜。”一直以为自己抓着酷暑的尾巴，全
然不知入秋已有好些时日。

葡萄接了西瓜的班儿，秋虫代替了夏蝉，满
园桂花沁鼻，发黄的树叶摇摇欲坠，那个光脚的
女孩今日也套上了红色的长袜。 太阳慢
慢回到南半球，影子也渐拉渐长，南国的秋来得
含蓄且温柔，生怕惊扰众人，又怕无人知晓。暗
中庆幸，终于不用再躺在空调房里抱着冰镇西
瓜做着慵懒颓废的梦了，避暑时日长的让人觉
得有点压抑沉闷。或许再过些时日，就可以翻
出压箱底的小棉袄，穿上肥大的风衣和温暖的
毛裤了，有空再给奶奶织条红围巾吧。

拿出滑板在雷阳广场玩起了各种炫酷冲
滑，在热浪中欣喜若狂地感受着季节的变换，
间接或直接。黝黑的脸蛋出卖了湛江的阳光
——不亏待每一个春夏秋冬，都直白地贴在胖
墩墩的脸蛋上。

秋高气爽，阳光更是肆无忌惮地洒落在每
一个醉意慷慨的午后，抬头凝望苍穹，蔚蓝且
安逸，偶尔飘过几簇云彩，天空美得像童话一
般，另人窒息。

我生在南国，未曾见过漫天黄叶，更难一
睹漫天飞雪。这里的秋意总是缓缓而行，若隐
若现，一两片落叶就渲染了整个秋天，“咔嚓”
一声，全部捕获在镜头下，一张张“秋意岭师”
呈现了气候对生灵万物的恩泽。

提到“秋”，论及南国北都，总为多事之秋，
好似秋天是一个事情繁多却又难成大器的季
节。沙沙作响的树叶，轻快迷离的步伐，师院
又涌现了一批新鲜呆萌的新面孔，而在这个秋
天的季节里，我也俨然成了师姐。我总喜欢迎
着第一缕阳光睁开惺忪的双眼，溜达在校园看
看昨晚被风遗弃了的落叶，椰林的书声依旧朗
朗悦耳。

我总想避开人群，凑到你的耳畔，趁秋天
还没溜走，给你讲讲我像攒糖一样攒了好久的
故事。我想在冬天做个诗人，手写诗氤氲迷
香；那在秋天我就做个画家吧，手绘一切，留取
可爱的色彩。

午休时，趴在寝室的窗台，往外观摩，梧桐
树下的阳光是秋天里的喜悦，透过玻璃，影影
绰绰。挑支樱桃色的口红吧，早秋的夕照涂抹
在姑娘的侧脸，她笑起来的时候像一杯里尔兰
黑啤，正如海子所说，谁的声音能抵达秋之长
夜，长久喧响。

有人说秋天对于南国只不过是夏天偶尔
闹的小情绪。我喜欢早秋，尤其是入夜微微凉
的时候，空气里还有好闻的秋天的味道。我想
穿红色的袜子到楼下散步听虫声；我想缩在软
软的被窝里给你不停发信息；我还想在裤兜里
装几颗薄荷糖去找你，哪怕梦里。

南国的秋，炽热悠闲而浅雅，渐行渐浓。

又快到收获荸荠的季节了！
荸荠，肉质洁白，鲜甜多汁，入

口脆爽，算是我平生最贪爱的零食
之一吧，似乎总没有爱够的那一天。

荸荠属单子叶莎草科，为一年
生宿根性草本植物，别名菩荠、地
栗、乌芋、马蹄等。荸荠，古称“凫
茈”。陆游《野炊》诗，有“凫茈小甑
炊，丹柿青蔑络”的佳句。苏舜钦
《城南感怀寻永叔》诗云：“老稚满田
野，斫掘寻凫茈。”凫茈，这叫法很古
雅，也很有趣，意为野鸭、大雁爱吃
的紫食。

荸荠皮色紫红，像涂了一层温
润的釉色。过去，乡下人打制婚床
橱柜，喜欢漆成一种紫红锃亮的颜
色，颜色称作“荸荠红”，看上去，显
得古色古香，厚重沉稳而不失典雅。

我的家乡皖中瓦埠湖畔，恰恰
是水乡，最适宜种植荸荠之类的水
生作物。但在“以粮为纲”的年代，
荸荠种植少之又少。而野荸荠倒是
随处可寻，散布在稻田、泽畔和沟塘
浅水处，只是果实要小得多，仅指甲
盖般大小。秋天，农人在收获后的
稻田里翻耕，经常能看到一群孩童
跟在犁田人身后，满地里捡野荸
荠。孩子嘴馋，带泥的荸荠，搁褂襟
上那么胡乱地一抹，就急不可待地
丢进嘴里，吃得津津有味。捡得多
了，就装进裤兜里，带回家慢慢享
用。捡荸荠，也算是我童年的一份
乐趣啦。

上世纪八十年代，土地承包到
户，村里有不少人家开始种起荸荠
来。春夏之交，整理好水田，像插秧
一样将荸荠苗一棵棵栽下去。整个
夏天，荸荠那一丛丛绿得逼人的细
圆叶子，像一蓬蓬疯长的野草。秋
冬荸荠成熟的季节，将田里的水放

干沥尽。待泥土龟裂，小心翼翼地
用锄头一块块翻起，用指头从硬泥
里将荸荠一颗颗抠出来，洗净装袋，
送到集市上出售。

汪曾祺是文坛大家，他的小说
名篇《受戒》里，有这样一段精彩文
字：“荸荠的笔直的小葱一样的圆叶
子里是一格一格的，用手一捋，哔哔
地响，小英子最爱捋着玩，——荸荠
藏在烂泥里。赤了脚，在凉浸浸滑
滑溜的泥里踩着，——哎，一个硬疙
瘩！伸手下去，一个紫红紫红的荸
荠。”一向喜欢汪老的文字，干净、质
朴、恬淡，充满诗性和画面感。美丽
善良的村姑小英子踩荸荠情景，在
作家的笔下显得妙趣横生。

周作人晚年写过多篇关于荸荠
的闲散文字，字里行间寄托了一个

游子的乡愁。他管这种深埋地下的
荸荠叫“粗水果”。这样的称呼，不
仅没有丝毫贬损的意思，却恰恰道
出了荸荠的朴素低调。我很认同周
先生这个观点。的确，荸荠适种范
围广，产量又高，实在算不上什么名
贵高档水果。但它甜润、清爽、适
口，有着一份独特的野泽和泥土气
息，又着实那么新鲜诱人。

荸荠属于那种药食兼顾的水
果。无论是生食，还是煮熟了吃，都
是适宜的。中医认为，荸荠水生而性
寒，有生津止渴、降火去燥、清肺化
痰、清热解毒的作用。李时珍《本草
纲目》中说它“主消渴痹热，温中益
气，下丹食，消风毒。除胸中实热
气。”《食疗本草》等古代药典中，亦有
关于荸荠营养功效的详细记载。

秋冬季节，荸荠大量上市。菜市
场里，荸荠多到成筐成车卖，价格也
算便宜，小贩在称重时，很夸张地将
秤砣撅得老高，以示公平厚道的交
易。也有勤快的卖主，将荸荠削了皮
卖的，白白嫩嫩的果肉堆在一起，着
实让人喜欢。因为增加了人工成本，
价格自然要高些。但我还是嫌这样
既失了本色，也不够卫生，所以一次
也没有买过别人削过的荸荠。

家人知道我有爱吃荸荠的偏
好，尽量满足我的口腹之欲，隔三差
五从菜市场拎一袋回来。一个个洗
净削皮，或生食，或蒸煮，够我吃上
三两天的。现在，一年秋冬春三季，
差不多都可以吃上新鲜的荸荠。

“仙溪剩得紫琅缺，风味仍同荔
子看。何以清漳霜后橘，野人还敢
荐君盘。”这是宋代诗人陈宓笔下的
荸荠，赞其味甜如霜后的蜜橘。若
单单从对荸荠的喜爱程度这一点，
我也算是他的知音了。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
思亲。每到了中秋节，家人都会给
我寄来团圆的月饼。一个人独在异
乡求学，我思念的不仅仅是亲人，还
有奶奶的月饼。

现在的月饼琳琅满目，口味可
以说是应有尽有。缤纷的水果味，
还有经典的双黄白莲蓉味。但在我
心里，最美味的就要数奶奶做的月
饼了。

小时候是最喜欢节日的，每逢
中秋节，奶奶总是会亲手做上几个
月饼。奶奶的月饼是精益求精的。
花生是自家种的，头一天晚上先把
花生炒香，然后再用玻璃瓶碾压成
细碎的颗粒，加上黑芝麻，白糖，还
有切碎的糖冬瓜，全部搅拌在一起，
才算完成了月饼馅。饼皮，也是自
己调配的。奶奶总是说外面买的有
杂质，不正宗。当然，要做月饼是少
不了月饼模的。奶奶的月饼模具也
是老古董了，几十年了，都是那两
个，一直保存到现在。

一切工具备好后，奶奶就开始做
月饼了。先把发好的粉皮捏成半圆
状，再在里面加上馅料，细细封好口，
变成球状后，再放到模具里，用小木
棍碾压，把多余的部分拿出来。最后
拿着月饼模用巧力，就能敲出一个完
美的月饼了。看到这么有趣的月饼，
小时候的我总是跃跃欲试，想做一个

属于自己的月饼——做个爱心状的
或者是其他稀奇古怪形状的月饼。
但是奶奶最后总是把我的杰作放进
模具里，碾压成圆圆的月饼。我总是
埋怨她，老古板，不懂得创新。奶奶
每次都是无奈地笑着说，月饼就是要
团团圆圆才好。

后来我因为上学的原因，就跟
着父母到县城生活了，而奶奶生来
就是农民，是怎么也离不开土地的，
就没有跟我们一起来到县城生活。

但是每年的中秋节，奶奶总是会来
到县城，跟我们一起吃团圆饭，当
然，跟着奶奶一起来的，还有那必不
可少的奶奶牌月饼。

第二天一大早，奶奶就会回到
农村，因为总是放心不下她的鸡鸭
鹅，怕它们饿肚子。而奶奶走后，
我总是会从冰箱里偷偷地拿奶奶
的月饼吃，但是妈妈总是说月饼容
易上火，不让我多吃。于是当奶奶
走后，月饼总是孤零零地躺在冰箱
的角落，过一段时间，就会被清除
掉，好像不曾来过，没有留下一点
痕迹。

奶奶渐渐变老，腿脚也不利索
了。中秋节的时候，奶奶再也没有
带着月饼，早早地来到家里敲门
了。而是换我和父母带着月饼一起
回家乡，探望奶奶。吃完晚饭后，奶
奶还是会像以前一样，切一个月饼，
大家一起分着吃。只是奶奶每次都
会念叨一句，还是自己做的月饼最
好吃。回到家后 ，每当我打开冰
箱，看到原本拿来存放奶奶月饼的
位置，现在却是空缺的，心里也总是
失落的。

后来奶奶去世了，那个位置也
就一直空缺，再也没有被填满。只
是每当中秋节，妈妈也总会念叨着
那句，还是你奶奶做的月饼好吃
啊。只是再也尝不到了。

林则徐纪念馆
功垂史册乾坤颂，民族英雄林则徐。
往事百年犹在目，忠魂隐隐此间居。

鼓浪屿
碧浪银花吐瑞珠，蓝天印海有平湖。
百年老宅吟眸悦，异域风情正可书。

三坊七巷
闽中福地早闻之，辈出英才史册垂。
文武良臣门接户，慢行细看古今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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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世东(吴川）

岸边的碧绿像西瓜藤蔓伸向大海
海面泛起了夏日烂漫的光圈
一群群孩子套上游泳圈冲向海水
被急速涌上来的水花惊住
惊呼，像是发现了宝藏似的

放风筝的人总是那么多
一只只风筝徜徉于蔚蓝色的天际
岸上卖冰糖葫芦的老汉
凝望着大海里嬉戏的孩子
仿佛他稻草棍上的糖串全跑了
跑到倒影在大海里的天空融化成
小狗一样的云朵

海鸥低飞过潮水起伏的海面
时而溅起一浪浪细碎而莹白的水珠
孩子们手拿铲子堆砌着自己的城堡
童年的欢乐揉碎在每颗沙子里
收拢不住的小故事飘散到
阳光的影子里

有一串灯，从海边升起

裙墨的夜，灯光联盟——
透明玻璃窗长出
一把匕首，割裂了
田野，房子，伸向
天穹中心，悬挂成一把
铜黄色弯刀，宁静了
一筐笑得颤抖的繁星

那串灯伸向天空，瘦长的身躯
清冷而温暖
远方孤独的渔船
仿拂波塞冬深深一呼气
它们便孩子般依偎——
在母亲柔软的怀中

因为这串灯，渔人的眸子饱含期盼
就是这串灯
让远航海洋的人
都对她充满深情地凝望

海滩(外一首）

□李婵妃(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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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市东海岛石化产业园规
划环境影响报告书》目前已基本完
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
响评价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的有关规定，现就该规划环
境影响评价的初步结论进行公示，
进一步征求公众意见。

一、规划概况及主要环境影响
规划概况及主要环境影响等相

关内容详见附件《湛江市东海岛石
化产业园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

二、公众索取信息的方式和期限
（1）公众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的网络链接地址
http://zetdz.gov.cn/admin/edi⁃

tor/ueedit/asp/upload/file/
20190822/15664806355959882.pdf

（2）公众索取补充信息的方式

公众可以在相关信息公开后，
通过电子邮件、信函方式向环评单
位及委托单位咨询或查阅纸质版规
划环评报告书。

（3）公众索取信息的期限：本公
示发布后十个工作日内。

三、委托单位及联系方式
规划环评委托单位：湛江开发

区城市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湛江市人民大道中

34号开发区财政局大楼4楼
联系人：林工
联系电话：0759-3628682
电子邮箱：313814077@qq.com
四、规划环评编制单位及联系

方式
评价单位名称：南京国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江南

大道中168号
联系人：王工
联系电话：020-89446506
邮箱：1051740826@qq.com
五、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
湛江市东海岛石化产业园周边

公众。
六、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zetdz.gov.cn/ad⁃

min/editor/ueedit/asp/upload/file/
20190823/15665173402987806.docx

七、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公众可将调查表填写后通过向

公示指定地址发送信函或电子邮件
等方式。

本次征求意见公示时间从本公
示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湛江开发区城市发展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2日

湛江市东海岛石化产业园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公示（第二次） 湛江市坡头区人民政府

迁坟通告
湛坡府通[2019] 3 号

为实施城市规划,加快城市建设，经省政府批准征收的湛江市坡头
区龙头镇 2018年度第三批次城镇建设用地，现已开展地上附着物清点
清表工作。具体土地范围是：东至廉坡公路，南至广东好用电器有限公
司，西至油麻埇经济合作社集体土地，北至油麻埇经济合作社集体土
地,面积12.1128公顷。

请上述土地范围内坟墓的坟主，自本通告登报之日起7天内，持有
效身份证明到坡头区龙头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办理迁坟补偿登记手续，并
在本通告登报之日起 15天内自行搬迁清理完毕。逾期不办理补偿登记
手续，将按无主坟处理;不自行搬迁清理的，将依法强制清理。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庞家祺，联系电话：13692498869。
特此通告。

湛江市坡头区人民政府
2019年9月4日

寻亲启事
宋紫嫣，女，年龄 10 个月，于

2018年 10月 10日在廉江市吉水镇
医院侧面路边被宋后才、张志莲夫
妇捡拾收养。现登报寻找其亲生父
母，自登报之日起 60天内该婴儿的
亲生父母或其监护人凭身份证和所
在单位或村居委会证明与黄德雄联
系认领。逾期视作弃婴依法安置。

联系人：宋后才，联系电话：13542094115。
单位证件

●湛江市霞山区恒久装饰材料商行豆海民遗失湛
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霞山分局 2015年 6 月 12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40803600258747，声
明作废。
●湛江市麻章商业街K物楼第一层25号陈飞鸯遗失
粤国税字 44081172013106400000 号税务登记证正
本，档案号：081103000957，声明作废。
●湛江市麻章区茶同道合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遗失

湛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麻章分局 2017 年 8 月 7 日
核发的电子营业执照，号码：10016090026708，声明
作废。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海盛茗商行黄炳彦遗失湛
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东海分局2018年7月16日核发
的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40800MA520Q8J59，声明作废。
●湛江市赤坎区丹丹艺术幼儿园遗失发票领购簿一
本，税号：5244080231054824X9，声明作废。
●湛江市麻章区文彬美食店朱文彬遗失湛江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麻章分局2018年10月9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 副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40811MA52BQ7K7X，声明作废。
●湛江市麻章区文彬美食店朱文彬遗失湛江市麻章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年 6月 21日签发的《食品经
营许可证》正、副本，许可证编号:JY24408110023976，
声明作废。

个人证件
●坡头区南三镇米占坡村59号陈日何遗失坡头公安

分局2008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广东省遂溪县黄略镇文车下一队190号101房杨合
遗失遂溪县公安局2014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蔡国然遗失粤G59008号车辆的道路运输证（待理
证），证号：002865408，声明作废。
●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北桥街道新景社区北桥路16
号 401 房 韩 春 遗 失 残 疾 人 证 一 本 ，证 号 ：
44080219731102090762，声明作废。
●钟春江遗失湖南大学 1997年 6月签发的对外经济
贸易专业毕业证书一本，证书编号：11970457，声明作
废。
●杨卓坚遗失粤G2703挂车辆的道路运输证副证，证
号：002787411，声明作废。
●湛江市市辖区东简街道东简村委东简圩35号吴培
胜遗失残疾人证，证号：44084419570401151212，声明
作废。
●吴川市明记汽车信息咨询部黄中明遗失吴川市市
场监管局 2017年 4月 24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883MA4WFRNW7U，声明作

废。
●吴川市长岐镇山秀村72号柯永胜遗失吴川市公安
局2007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吴川市梅录希希迪迪服装店柯桂华遗失吴川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 2014年 6 月 30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
本，注册号：440883600234767，声明作废。
●徐闻县林业工作总站迈陈林业站遗失公章一枚，声
明作废。
●徐闻县民主路 116号林何清遗失徐闻县工商行政
管理局 2011年 11月 17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为：440825600130323，声明作废。
●徐闻县南山镇胡然统家禽养殖场遗失徐闻县市场
监管局2018年6月8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440825MA51TRW96R，声明作废。
●廉江市石颈镇南街9号梁淑金遗失户口簿一本，声
明作废。
●廉江市吉水镇文立村 3号张培丰遗失廉江市公安
局2006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下转A08版）

温馨提醒：

企业及个人各类证件

遗失，及时登报声明，保

障自身合法权益。

业务咨询：3336821

咨询时间：8:00-11:50
14:40-5:30

刊登各类证件遗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