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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着自行车，走村串户收废品——在
乡村里，这是一道很常见的风景。

喊他老头，他并不老，只是常年日晒
风吹的，皮肤黝黑，有点沧桑，还总是穿着
灰旧的布衣。他清瘦、矍铄，脸上常带着
笑，面目祥和。他那辆自行车，是老式的
凤凰牌，也很有些岁月了，推起来吱吱作
响。车尾架两侧绑着麻袋，用以装废品。
他一只手推自行车，一只手摇着铃铛，有
时也吆喝几声——收破烂，收破烂喽！

多半是午后，我们在屋里看电视，百无
聊赖。突然，一阵“叮叮当当”的声音响起，
我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跳起来，从屋里探
出头来，喊一声：

“喂！有糖的吗？”
“有，你有什么废品要卖给我呢？”那人

朗声应道。
于是，我们赶快拿出早已备好的废品，

他一样样地分类，然后勾上他那把秤，也许
是老花吧，他半眯着眼，慢慢把秤砣往后
移。

我们早已迫不及待，却见那老头不紧
不慢，拎着那把秤，说塑料是多少钱一斤、
最近废纸卖什么价……我们哪有耐心听他
唠叨，眼睛早已被他车篮子里那只铝锅深
深地吸引去了。

锅里是他手工做的麦芽糖。卖了废
品，通常我们得到几毛钱，便拿出一毛钱来
换他的两块麦芽糖。麦芽糖金黄金黄的，
真让我们垂涎欲滴。看着我们的一副副馋
相，他笑着抽出竹签，往锅里挑起一块黏黏
的糖浆，利落地卷几圈，一支麦芽糖就到我
们手里了。我们一口一口地舔着，那个甜，
仿佛甜到心里了，手里还揣着钱，那叫一个
心满意足！

可是，家里的破烂也不多。每次卖给
他的废品，都是我们在家东挖西挖搜刮出
来的。

——“这油瓶不是还能用么？问过你
妈没？”

——“又把作业本卖了？后面那么多
空白页还能做计算纸呢！”

他边说边把它们挑出来，还教训我们
说：“废品回收，收的是没用的东西，使它们
再回收利用。你们平时可以攒着废品，可
是不能把有用的东西当作废品卖了。”

称过重量之后，他慢慢摸出他的钱袋，
是个装烟丝的袋子，里面有一角、两角、五
角、一元、五元等一沓沓分得齐齐整整的钞
票。这时我才发现他的手，粗糙得像树皮，
指关节很大，还有些皲裂，常年累月与“垃

圾”接触，怎么避免得了。他也真不容易，
然而，我们照常又得了麦芽糖和钱，便满心
欢喜。

我们虽不知他从哪里来，但村子里的
人都和他熟络了。大人们见着了，都会和
他打声招呼，偶尔也会家长里短的聊上几
句。家里有废品的，也乐意卖给他，大家都
说他公道。那时我不懂“公道”是什么意
思，只知道他是个好人。

有一次，爸妈不在家。我和弟弟吵架
了，他坐在门口哭，盼爸妈回来给他说理。
正巧收破烂的老头从我家经过，便问弟弟
为什么哭，又看了看我，说道：“姐姐又欺负
弟弟了？你是姐姐，怎么能欺负他呢？”

弟弟哭得更委屈了，老头把自行车撑
地，打开了车篮那只铝锅，卷了两支大大的
麦芽糖，分给我和弟弟各一支。弟弟依然
不饶，老头又从钱袋里挑出了两张五角钱，
才哄好了弟弟。

他牵起弟弟，又心疼地说道：“好了好
了，不哭了，快回屋里去，这日头很毒呢！”

他当时的举动，抚慰了一颗委屈的心
灵，那小小的善举，谁说不是大爱的表现
呢。他也不止一次这样关心小孩，有次邻
居小孩玩秋千摔了跤，他也是这样停下了
自行车，去哄孩子。

后来我们长大了，都离开村子去读书
或工作了，他还是一年年走村串户的收破
烂。他善良厚道，走的地方多，识人也多，
听说有一人家托他给儿子说媒，他真的给
促成了一段美好的姻缘。那户人家富裕，
给了他一大笔礼金，他却没有全收，这成了
村民们津津乐道的佳话，一说起他，就像是
说一位老朋友。

后来我也知道了，他是我们隔壁村的，
儿女都很孝顺，在城里买了房要接他去住，
可他仍坚持收破烂。

前些日子，我回乡下，和母亲大扫除，
从家里清出一堆废品。这时，一阵熟悉的

“当当当”传过来，我欣喜若狂，走出门一
看，没想到真是他！母亲把废品送给他，他
执意要给钱，我们闲聊起来，问他这年纪了
怎么还在收。他“嘿嘿”地笑了，满脸皱纹
舒展开来：

“还能走能动，怎么坐得住，就当活动
活动筋骨，劳动光荣嘛！再说现在村里收
废品的少了，东西白白扔了可惜，用现在的
话说，都是可利用资源呢！”

我赞同地点点头，看着眼前早已驼背
的、瘦小的老头，忽觉他的形象也高大起
来。

月色无声
想唱歌的是空气
是虫
是那些无人撩拨的心弦

月色
贴着我的脸蛋
我的目光紧贴星空
如我坐在椅子
月色坐在大地
想的是诗

整个夏天

整个夏天 鸟声
站在我的发髻
用手挠
指尖淌满月色

放下发髻
梳子像春天的犁耙
耙起层层田水
耙跑几只青蛙

紫云英在远处翻浪
蝴蝶翩翩
羊儿追逐
炊烟升起母亲的目光

盘好发髻 鸟声
又送来阵阵交响
放下发髻
一头埋入水里
水里的眼睛在歌唱
水里的眉毛像琴弦
脸蛋 满是
鸟儿张开的嘴

涛声

在太阳底下 涛声
明亮 在黑夜下面
涛声 响亮

涛声为谁而响
这并不重要
在于我的双耳耸起
像倾听
先人敲钟

像先人的魂魄
踏着菊花而来
我在八月的傍晚
采回一束菊花
插入花瓶
花瓶 有声

林翠珍

钟海潮

月色无声
（外二首）

“新年都未有芳华，二月初惊见
草芽。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
作飞花”。诗人以花喻雪，想来雪必
是极美的。可惜一直以来，生长在
南方的我，虽对纯美的雪有无尽的
向往，但还没能挤出时间到那片土
地观赏过盛开得蓬蓬勃勃的雪花，
不曾与伊相偎相拥过，真真切切地
感受其美丽多情，实以为憾事。

在我的想象中，雪有水的温婉，
冰的纯情，梨的洁白，莲的清醇，她
绝对是完美的，无论是她的形象，她
的气质，她的情性。我甚至相信，她
的梦也是纯洁的，飘逸的，诗意的。

雪是温柔懂事的。她没有冰寒
刺骨，没有肆意狂野。如果你看到
北风呼啸，满眼白色迷蒙，漫天狂野
不羁，那肆虐这天这地的并不是雪
花，其实只是一粒粒的冰晶。

雪是是优雅的、柔情的，她只会
在软风中飘落，或盈盈栖身于树梢，
或轻然掠过你的发边，悠然飘降地
上。你如果伸出手掌，接捧住那么
一瓣，或许那缕温柔也就将你的心
融化了。

雪是淳朴的、懂事的，就算在给
大地母亲盖上毯子的时候，也是轻
轻的，悄悄的，不去惊醒沉睡的种
子。就在那儿静静地守候，待种子
发芽，才依依归去，衷心祝福，祝福
又一个丰年。

雪是纯洁美丽的。雪花是大自
然雕琢的杰作，她的一生是晶莹剔
透的，美丽无瑕的。“忽如一夜春风
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梨花的美只
属于人间，而雪的美属于整个天
地。她就是长有一双洁白美丽翅膀
的天使，从天上翩然飞下，缥缈如
歌，舞姿曼妙。无论是停在山尖、挂
在树梢，抑或铺满整个原野，都洁白
如玉，清新纯净，内心没有风尘污
染。她的美丽是完整的美丽，不像
那些娇嫩的花儿，会因风雨而落瓣
凋零，因时日而枯萎失色。

雪是灵慧含蓄的。她不争春，
不斗艳，春天来了，万物复苏，她会
默默隐退，噙着笑看百花竞放。当
这个世界寒冷孤寂时，她就悄然而
至，装点人间。你没见她孕过花蕾，
也不会预计到她在什么时候绽开花
瓣。她带着使命，从天庭而来，或者
从昆仑山顶飘下，白天，或者夜里，
你没法捕获它的轨迹。起舞弄清
影，没带人间烟火的飘逸。

如果你粗枝大叶，你不会感受
到她的热情；如果你渴慕奢华，你不
会体味到她的迷人。但如果你在梦
里，彻底敞开心扉，放下应该放下的
一切，去真切地拥抱圣洁的梦幻，你
就会发现，你的梦、你的人生已是升
华。

早上醒来，如果你还回味那缥
缈的体香，欲再轻抚那空灵的温柔，
就到玻璃窗边看看吧，她比你起得
更早，本想悄然离去，而又流连在窗
棂。你要再次抚摸她吗？她或许羞
涩地将身影变幻躲藏，让你怅然，让
你念想。

哦，雪，愿在朗朗晴天，采来飘
飞的白云，塑造你的飘逸的身影，愿
在莲花盛放的夏日，采来莲的花瓣，
雕琢你纯美的模样，以天池之水，洗
濯你清秀的容颜，以素月的精魄，融
为你无瑕的灵魂。以此期待那天与
你相遇，拥抱你内敛的清纯，体味你
逸溢的莲香，今生今世，刹那永恒，
无憾矣。

哦，雪，因为你，我看不到天地
间的污秽和混杂；因为你，丝丝乱乱
的焦虑被掩埋。在刹那的回眸中，
在这个充塞洁白的天地，我如一只
蹒跚的企鹅，迈着绅士之步——是
的，唯有在你面前，在你的世界，我
才可能成为绅士。红尘漫天，我或
许早早被尘没，但因为你，因为对你
的向往，我将不断努力，努力以冷静
之心，走出困惑的烦恼，走出遭遇的
迷茫。

梁飞龙

在我的想象
中，雪有水的温
婉，冰的纯情，梨
的洁白，莲的清
醇，她绝对是完美
的，无论是她的形
象，她的气质，她
的情性。我甚至
相信，她的梦也是
纯洁的，飘逸的，
诗意的。

我们虽不知他从哪
里来，但村子里的人都
和他熟络了。大人们见
着了，都会和他打声招
呼，偶尔也会家长里短
的聊上几句。家里有废
品的，也乐意卖给他，大
家都说他公道。

乡村行者
雪的猜想

寻人启事
寻友：胡俊，男，出生于1982年，广东湛

江人。10年前我们曾一起在深圳福永爱普

生工厂VD部门Rp组工作，他在管理部门。

现希望能够找到他！愿他或其亲友看到信息

后与我本人联系。

联系人:湖北黄香玲，电话：13508696806 谢谢！
寻亲启事

徐锦秀，女，20岁，麻

章区太平镇人，戴志旺于

1999年3月28日在太平镇造

甲村路捡拾，捡拾时约一个

月大，现登报寻找其亲生父

母，自登报之日起60天内，

该女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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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28789928（徐建宏）
单位证件

●湛江市坡头区臻荣种养专业合作社遗失湛

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坡头分局2013年10月

25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40804MA000068X，声明作废。

●湛江市麻章区湖光镇旧县村委会14队

278号彭炳明遗失湛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麻

章分局2018年3月29日核发的货车营业执

照 正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40811MA51G9YW7H，声明作废。

●湛江市智匠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

户 许 可 证 正 本 ， 核 准 号 ：

J5910005894102，声明作废。

●湛江市赤坎区康顺路喜乐购饮料商行马彦

余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纳税人识别

号：92440802MA50EFU55T，声明作废。

●廉江市石城七好银饰店吴燕辉遗失粤湛税

字 44088119860124062502 号税务登记证

副本，声明作废。

●湛江市麻章区太平市场徐妃耀遗失湛江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麻章分局2015年5月12日

核 发 的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 注 册 号 ：

440811600007401，声明作废。

●湛江市麻章区太平市场陈赤卢遗失湛江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麻章分局2007年12月14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40811600011027，声明作废。

●湛江市坡头南调安生日用品商店梁庆华遗

失粤地税字440802620821001号税务登记

证正本，纳税人编码：4408005000008，

声明作废。

●湛江市坡头区南调安生日用品商店梁庆华

遗失湛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坡头分局2005

年 6月 21 日签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440804308001363，声明作废。

个人证件
●广东省遂溪县城月镇实荣村170号陈永正

遗失遂溪县公安局2018年签发的身份证，

声明作废。

●广东省雷州市调风镇土桥村19号102房

王贵琴遗失雷州市公安局2017年签发的身

份证，声明作废。

●许如春遗失就业失业登记证一本，证号：

4408000012000496，声明作废。

●广东省遂溪县 95364 部队元大帅遗失

2017 年 12 月 1 日颁发的士官证一本，

证号，士字第 11025764411 号，声明作

废。

●吴川市顺安运输有限公司遗失吴川市交通

运输局2014年 5月 15日核发的道路运输

证，证号为：粤湛字002353403号，声明

作废。

●吴川市黄坡智泉海味店李智泉遗失吴川市

市场监管局2018年10月9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 副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40883MA52BQHY55，声明作废。

●吴川市吴阳镇那东村296号李金福遗失吴

川市公安局2007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

废。

●吴川市关罗生遗失强制措施处罚单，单号

码为：440883600049085，声明作废。

●吴川市飞鹏运输有限公司遗失吴川市交通

局签发的粤G6399挂货车营运证，营运证

号为：003153025，声明作废。

●吴川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工会委员会

遗失《工会法人资格证书》，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8144088331515491XP，声明作废。

●吴川市梅录翟维明糕点店遗失吴川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2014年11月19日核发的营业

执 照 （ 正 、 副 ） 本 ， 注 册 号 ：

440883000035017，声明作废。

认尸启事
2019年8月27日1时许，在207国道雷

州市松竹镇港尾村路口路段发生一起重大逃

逸事故，死者特征：男，约 50 岁，身高

165CM，短发，上身从外到内分别穿灰色格

子防风衣，蓝色雨衣，黄色短袖T恤，下身穿

紫色中裤，赤脚，左上臂见“有志者”字样纹

身。知情者联系吴警官：13553510505

雷州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2019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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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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