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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读者们踊跃闯关，积极
投稿。参与方式：发邮件至
1804288208@qq.com

填字游戏答案：1、《脉
经》；2、《难经》；3、《本草纲
目》；4、《千金要方》；5、《新修
本草》；6、《金匮要方》；7、《妇
人良方》；8、《黄帝内经》；9、

《伤寒杂病论》；10、《神农本草
经》

扫码找答案

第 1关·数独

第3关·填字游戏

不规则数独：将数
字1-9填入空格内，使
每行、每列及每个不规
则形粗线宫内数字均不
重复。由北京市数独运
动协会供稿（扫本版二
维码找答案）

趣填古代药学名著

在空格中填入相应的古代药学名著，
使每一行前后四字各为一条成语。
1、来龙去□□天纬地
2、进退两□□邦论道
3、清源正□□□□不转睛
4、气象万□□□□兴未艾
5、推陈出□□□□长莺飞
6、一诺千□□□□寸之地
7、长舌之□□□□正不阿
8、半青半□□□□久不息
9、救死扶□□□□□功行赏
10、聚精会□□□□□国大业

陈永山 编制（答案本版找）

记忆里那件烟灰色的大衣
心

絮语
记得刚工作经济独立后的那几年，

常跟我爸聊着聊着，忍不住就开始借题
发挥地控诉批判，历数他当年对我造成
的种种心理伤害，从他对我教育方式上
的独断专制，过早开发智力变成早慧儿
童的不快乐童年，过高期望值给我造成
巨大的压力，一直到在穿着打扮的审美
上给我留下的阴影……最后总是闹得
不欢而散地收场。

是的，我经常提起的，我认为很重
要的一点，就是我爸对我审美观的“扭
曲”！和大多数家庭不同的是，小时候，
我们一家人的衣饰是爸爸打理的。我
爸会画画、会书法、会篆刻、会拉琴……
有这么一位艺术细胞爆棚的爸爸，当仁
不让地包揽下全家人穿着打扮的“生杀
大权”也在所难免了。但对我爸挑选的
衣服，我的内心是极端抗拒的！

在很漫长的一段时间里，几乎是从
幼儿园开始一直到高中，爸爸坚持用他
成人的审美趣味来打扮我，头发削得极
短，衣服的颜色非白即黑，非绿即蓝，非
灰即棕，偶尔夏装才会有一两件粉黄、
粉紫或浅绿色的衣服。服饰的纹样图
案多是冷静抽象的几何纹样，款式也多
为干脆利落偏男生风格的衬衫、夹克、
牛仔裤。当然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走的
是时髦的偏中性风格，但在30年前，小
女孩们都是穿红着绿，只有我，灰扑扑

的，再顶着一头短得不能再短的短发，
男生们一吵架就会喊我“假小子”，是再
典型不过的自卑自怜的丑小鸭。

印象最深的是四年级时的那个冬
天，我爸给我买了件烟灰色的大衣，时
隔几十年，我依然清晰地记着那款大衣
的每个细节：烟灰色的灯芯绒面料，栗
色的牛角扣，衣领的设计很特别，领子
的中间有根拉链，如果把拉链拉上，领
子就变成一顶帽子；而把拉链打开，则
是一个别致的大翻领。凭良心说，即便
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个款式也颇时尚，
但在当年，我对这件衣服却深恶痛绝，
甚至是我心底的一道暗伤！

首先是那灰扑扑的颜色，还有就是
那个别致的大领子，冬天天气冷，早上
出门前，妈妈一定要帮我把领子的拉链
拉起来当帽子戴上，早上赶时间，匆匆
忙忙往上拉拉链时，经常会夹到我的头
发，那种拉扯头发产生的尖锐疼痛令我
对那件衣服更为厌恶。

但在强势的爸爸面前，我对衣服并
没有任何自主选择权，在那个漫长的冬
季里，我经常无奈地穿着那件烟灰色的
大衣，因为帽子是拉链拼合起来的，戴
起来并不是很服帖，帽子顶端有个尖
角，灰扑扑的连帽大衣，加上帽子上的
尖角，典型的童话书里恶毒老巫婆的标
准装扮，于是每次穿上那件大衣，就有

同学喊我小巫婆。
有一天课间，我穿着烟灰色的大衣

在操场上玩皮筋，两位年轻的女老师刚
好站在我附近闲聊，突然喊我过去，饶有
兴趣地让我转过来转过去地看那件大
衣，还特别把那个领子拉链拉起来打开
来地研究。没多久，其中一位年轻的女
老师果然穿上一件跟我那件灰大衣的
款式一模一样的大衣来上课了，只是她
的是鹅黄色的，那明媚的鹅黄色残酷地
映衬着灰扑扑的我，灰暗了我四年级的
整个冬天，甚至是整个童年和少女时代！

小学、初中、高中……终于离家上
大学了，身为服装设计专业的学生，我
有足够的自由和理由自主选择自己喜
欢的衣服了。作为多年来被迫穿中性
服装的报复，我买过无数色彩鲜亮的服
饰！留了长长的头发，想卷就卷，想焗
就焗，想拉直就拉直……假期回家，我
穿着件黑底绿花乔琪质地的和服式裙
子，披着长卷发，晃着造型夸张的耳饰，
近乎示威地在我爸面前晃悠，他想说些
什么，终于什么都没说。

我以为我终于赢了！这不仅是穿
衣风格上的突变，更多地意味着对他灌
输给我的理想、志趣、审美等的全盘否
定。毕业后，我坚决不肯去他为我安排
好的一所学校里从事教师一职，进了服
装公司做设计。

开始没感觉，久了，渐渐发现自己
在做设计时，经常会不自觉地喜欢做一
些简洁利落、大气内敛、沉着冷静的偏
中性化设计。奇妙的是，这类风格的设
计对我来说得心应手驾轻就熟，且更容
易得到市场的认可。

前些天换季整理衣柜，突然惊觉，
我新添的服饰中，黑白灰蓝紫的中性色
彩越来越多，偶尔有些亮色，不过是作为
内搭或配饰点缀，而服装的款式，也多是
简洁大气的基本款。不知道是不是应
该悲哀，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极力想摆
脱他对我的影响，也以为自己终于将他
打在我身上的所有烙印彻底抹去，成长
为和他毫无相似之处的我！可这一刻，
看着衣柜里的那一款款衣服，又联系起
自己在对某个问题的思维方式上，或在
对某个细节不经意地处理上，通常是他
习惯的处理方式或是他特有的审美意
趣。才发现，原来有些东西，早已融进
了我的血液中，烙在了我的心底里，并
不是环境的变化和时光的流逝所能轻
易割舍抹杀的。

童年时的委屈和服从，少年时的愤
怒和抗拒，青春时的叛逆和张扬……而
今人到中年，终于能够尝试着与你，也
与自己和解认同，握手言欢。不管如
何，我知道，你一直是爱我的！而你也
知道，我一直是爱你的！ 秋 秋

右面两幅图有
五处不同，你能看出
来吗？

陈丽慧 编制
（扫本版二维码

找答案）

第2关·考眼力

2020年积分当钱花啦！本月购物积分直接抵扣10%，1月31日前积分清零

迎新春大促，文山20头三七1000元4斤(

统
货)

清水净洗，无病三七，不抛光不打蜡！
苏和堂向广大消费者推荐的文山三

七，均从基地合作社直接采购，多道筛选，

清水净洗，真正做到了保证在售每一个三

七头不是病三七，是无打蜡三七，无虫害

三七，并承诺7天无条件退换货保障。

现场买，现场免费提供超细打粉！
三七一般打粉吃，可是三七的质地坚

硬，不少会员在买了之后还要送到其他地

方去磨粉，支付加工费不谈，打的粉粗细

难辨，吸收不好。苏和堂为三七活动特别

准备了多台大型专业超细打粉机，出粉细

度高，而且损耗少，更关键的是免费提供。

“迎新春大促”，文山三七低至60元/

斤，统货 20 头三七 1000 元 4 斤，超实惠！

现场免费超细打粉，超贴心！

产
品
请
以
实
物
为
准

6瓶灵芝孢子油+5盒灵芝孢子粉
“迎新春大促”套餐价4.3折

灵芝孢子油598元/瓶，
孢子粉 398 元/盒，6 瓶灵芝
孢子油(3588元)+5盒灵芝孢
子粉（1990元），共售价5578
元，“迎新春大促”4.3折套餐
价仅售2380元，我们“放价”

的目的就是以产地直销的形式让利，薄利多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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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请
以
实
物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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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分类广告价格:
正文：3元/字；1.5元/数字、字母；
标点符号免费；加框：30元/次；照
片：70元/张/次（1.6CM*2CM）；段
首大字：5元/字。

○开户许可证○身份证遗失○代码证遗失
○就业证遗失○学生证遗失○营业执照
○税票税务证○企业公告○寻人寻物○其它

58683888
QQ:2681273318

新街口管家桥63号院内一楼

公告信息

便民服务受理点：

户部街33号天之都大厦2922室
电话：84463289

新街口华路华夏大厦1008室
电话：15951803813
中山门大街699号马群花园城
电话：13813874450

六合区电话：13770889941
高淳区电话：18851706055
江宁区电话：18913398444
溧水区电话：17715255635

※ 公 告 ※

扫码自助登报

※ 遗 失 ※

海门市宝勤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减资公告 根据2021
年1月5日股东会决议，海门
市宝勤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拟将注册资本从1000万
元减至600万元，现予以公
告。债权人可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
或提供担保。海门市宝勤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021
年 1月5日
南京市浦口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 行政处罚决定送达公告
浦市监处公字〔2020〕001
号 南京豪栈餐饮服务有限
公司浦口分公司：本局于
2019年9月25日依法对你
单位做出行政处罚决定，根
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
程序暂行规定》第七十四条，
因√受送达人下落不明: √
采取其他送达方式无法送
达，本局决定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浦市监案字〔2019〕047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正文附
后),请你单位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到本局领取
前述决定书，逾期不领取即
视为送达。本局地址: 南京
市浦口区浦珠北路151号 联
系电话：58888821 南京市浦
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
年12月16日
催告通知书 张久林：你户口
空挂在江苏省南京市建邺
区爱达花园兰花园12幢53
号101室，为他人房屋所在
地。依据相关法律政策规
定和该房屋产权人申请，你
须将户口迁出。自本公告
之日起60日内，如不将户口
迁出，公安机关将把你户口
迁至社区（村）家庭户。南
京市建邺区南苑派出所
2021年1月4日
通知南京塑料制品厂有限公
司 2021 年 1 月 15 日 10 时召
开职工大会。请准时参加相
互转告，未参加者作弃权。
联系人：王（17749513020）；
地址：浦口区高丽村 115 号
（乘604路到高丽东站下车向
前 100 米）（声明：2020 年 12
月 24日-26日通知丢失“有
限公司”故作废）

胡立兵遗失河南工业大学
硕 士 毕 业 证 书 ，编 号:
104631201502000002，硕
士 学 位 证 书 ，编 号:
Z1046332015000047，声
明作废。
遗失朱培龙身份证，证号：
320106200111090016，声
明作废。
父：郗秋秋，母：李冬梅，孩
子郗瑾轩出生医学证明遗
失，编号：R320077707，声
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