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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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码找答案

第 1关·数独 第2关·趣填成语

斜线数独：将数字
1-9填入空格内，使每
行、每列、每个3×3粗
线宫及每条斜线内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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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往常一样”，何等幸福！新
世相

最近，C小姐频频跟我们表达一些
“而立之年”的忧伤——

“马上而立，每天都按部就班平铺
直叙，看不到任何亮点。”

“每天加不完的班，写不完的工作
报告，月底领些糊口的工资。”

“今天重复昨天，明天重复今天，找
不到生活的层次。”

当然，C小姐也很珍惜地回忆了一
些自己人生中的“高光”时刻：读书时，
校辩论队里的激昂陈词；春花秋月夏虹
冬雪，抱着书本在校园里怡然自得；儿
时（被逼）培养的舞蹈“童子功”，为职场
新人的她赢得过一些掌声和闪光灯
……回忆，是因这些均已久远。

日剧《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里有
这样一句台词：“小时候，谁都觉得自己
的未来闪闪发光，不是吗？但是一旦长
大，没有一件事会遂自己心愿。”

一直渴望精彩的C小姐，现在只能
用“平凡”来概括自己这三十年的人生：
平凡的长相，平凡的学习，平凡的工作，
平凡的社交，平凡的生活，还找了一个
同样“平凡”的男生来恋爱、结婚。

有人说，人生最大的痛苦，是在平
凡的常态里渴望不平凡的精彩。所以，

每每夜深人静想起自己这些年来的浑
浑噩噩碌碌无为，C小姐就深陷在对自
己“无能”的愤怒和怨念中难以自拔，她
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与自己和解，也
不知道这平淡如流水账般的生活自己
还能扛多久。

再平淡的生活，也存在着变数。
那天在厨房准备晚饭，接到哥哥

的电话。来自千里之外的这个电话给
我带来的是“晴天霹雳”：“二姨妈去世
了……”

准备这餐饭的时候，我是在泪水汩
汩中准备的。我想起二姨妈对我的好，
想起她朴素达观的生活，想起她六十七
年即尽的人生和未了的夙愿，也想起我
曾经跟她约定下次回去看她的计划。
可如今，一切皆已成空。

当然，这不是我第一次接到这样的
“霹雳”电话。去年清明节，也是准备晚
餐的时间，哥哥打来电话，说的是：“外
公去世了……”

那个春节，才刚刚回家看过外公，
97岁的他虽然“人脸识别”系统偶尔会
产生一点障碍，但身体还算硬朗。作为
一名老兵，他对久远的战场岁月永远记
忆犹新逢人就讲。以前年龄小没耐心

听他讲那些过往，后来有了耐心却又离
家千里很难听到。所以，至今总混淆外
公到底参加了哪些战争。

去年外公去世前，我还曾在心底偷
偷计算过，如果老外公能活到100岁，
如果我一年能回去看他两回，那么我大
概还能见他六次面。如果一年看他一
回，就只能见他三次面。所以，听他“讲
故事”的计划必须尽快提上议程才行。

我还曾计划要写一篇《我家的
“281”组合》的文章。那一年，外公、外
婆、奶奶三位老人的年龄加起来正好是
281岁。如今，计划搁浅，因为这世间
再无老外公、老外婆，要书写的“281”
组合如今只剩我93岁的奶奶。

可以说，现在的我对生老病死的恐
惧，已经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大级别。

前阵子，跟好朋友聊天，说起我保
留了七八年也未曾动笔写完的一个题
目——《如意 如愿 如常》，当时只在
word里敲下如题几个字后就保持起了

“未完待续”。如今再聊这个题目，已经
不复当初想要的立意和架构。只是单
纯沉湎于这个题目带给我的一点直观
的生活感悟：平凡大概是很多人一生的
常态，不平凡的永远只是极少数。

不记得在哪里看过这样一句话：
“当你老了，回顾一生，就会发觉，什么
时候出国读书，什么时候决定做第一份
职业，何时选定了对象而恋爱，什么时
候结婚，其实都是命运的巨变。只是当
时站在三岔路口，眼见风云千樯，你作
出选择的那一日，在日记上，相当沉闷
和平凡，当时还以为是生命中普通的一
天……”

人生，有太多“当时只道是寻常”
的时刻。前几天去超市采购，看到一
位小姐姐在超市门口卖花。挑挑选
选，花三十块钱买了一大束小雏菊回
家。剪插进花瓶，摆上案几，瞬间感觉
那吹不出皱褶的平凡（淡）日子也泛起
了光。

忍不住想C小姐的那些普世的忧
伤，因为那些我也曾体会过。可现在的
我，宁愿日子平平淡淡细水长流偶尔有
点光。想想啊，每天醒来能看到阳光晨
雾雨露，傍晚能看到落日余晖孤雁飞
翔，真的是已经足够了，毕竟谁也不知
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

人到中年，最期盼一切如常。像往
常一样，是何等幸福的一件事。

菟丝花

读者朋友，你能根据提示，写出
相应的成语吗？

1、人才多——（ ）
2、读书多——（ ）
3、兵马多——（ ）
4、见识多——（ ）
5、色彩多——（ ）
6、话儿多——（ ）
7、人很多——（ ）
8、东西多——（ ）

陈丽慧 编制（答案本版找）

趣填成语答案：1、人才济济；2、博览群书；3、千军万马；4、见多
识广；5、五颜六色；6、滔滔不绝；7、人山人海；8、堆积如山

“栏杆牛肉”是安徽省宿州市埇桥
区栏杆镇的特产。在这里家家户户都
有一个手艺——卤牛肉，逢节过年之
时用以招待亲朋好友，久而久之，当地
卤牛肉的美名便传出来了，外地人称
之为“栏杆牛肉”。

“栏杆牛肉”据说有 1000 多年的
历史。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大量上市
以来，深得消费者的欢迎和喜爱，南宿
州北徐州尽知其名。而1998年以来，

“栏杆牛肉”还特别作为埇桥区的地方
特产多次参加全国农业博览会，深受
消费者的好评。

“栏杆牛肉”选用一至三岁的黄淮
平原上的黄牛为原料，经过宰、泡、搓、
洗、漂、卤、晾等工序，配以三十六味作
料和名贵中药，最后通过一道特殊工
序使每一味都能渗透肉中。其科学的
配方、精细的制作，使产品口味醇正，

烂而不腻，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营
养丰富的美食。其易于消化，老少皆
宜的特点，是节日馈赠亲朋好友和平
日自食的美味佳品。

购买过的读者反应牛肉非常软
烂，美味鲜香，咸淡适中，牙口不好的
老人也爱吃，全家老小都很喜欢。价
格也经济实惠，已经多次复购。

去年一经推出便因口感软烂鲜香，
价格实惠公道而火爆热销、供不应求的
“刘老二”符离集烧鸡和“栏杆牛肉”应读
者的强烈要求，现在又开卖了，喜欢的读
者不要错过。

符离集烧鸡，安徽省特产，因原产于
符离镇而得名。是中华历史名肴，和德
州扒鸡、河南道口烧鸡、锦州沟帮子熏鸡
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鸡”。正宗的符离集
烧鸡色佳味美，香气扑鼻，肉白嫩，肥而
不腻，肉烂脱骨，嚼骨而有余香。

符离镇因北有离山，南产符草而得
名。当地农家饲养的土麻鸡也都是离
山野鸡的后代。以这种土麻鸡作原料，
经过制作出的符离集烧鸡色佳味美，肥而
不腻，熟而不破。正是因为这种原材料，符
离集烧鸡才得以名扬天下。

宿州市符离集刘老二牌烧鸡工艺精
湛，原料挑选本地健壮花羽、黑爪土麻

鸡，经过选、宰、烫、洗、别、涮、炸、卤等十
五道工序，佐以十八种天然香辛料，传统
技艺，3小时文火煨炖，循环老汤慢卤而
成。五香浓郁，回味悠长。

烧鸡皮质金黄，香气浓郁，鸡肉软
烂,鲜香,醇厚，嚼骨齿有余香。高温杀
菌、真空包装，开袋即食，热食冷食皆可，
老少皆宜。

经典熟食，符离集烧鸡、栏杆牛肉，色鲜味美齿余芳

广告

公告信息
※ 公 告 ※

※ 遗 失 ※

注销公告南京启爱驿站公益
服务中心（统一信用代码;
52320114320519856G)，经
理事会研究决议，拟向本中心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
组由张地华组成，请债权人自
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中心
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合并公告 根据南京信盛商业
管理有限公司与南京诚盛商
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合并协议，
两公司合并，合并方式为：南京
信盛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吸收
南京诚盛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合并后南京信盛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存续，南京诚盛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解散注销。合并
前南京信盛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南京
诚盛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1000万元，合并后南京
信盛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1000】万元，南京诚盛商
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资产归南
京信盛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所
有，所有债权债务由南京信盛
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承继。敬
告南京诚盛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四十五（45）日内向南京诚
盛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申请债
务清偿或提供担保。特此公
告。电话：【15996481067】南
京信盛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南
京诚盛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7日

王晓凯遗失军官证:军字第
1230972，声明作废。
江苏省地质工程有限公司山
水节能技术分公司，注册登
记号为320102000177463，
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
于2020年12月1日不慎丢
失，声明作废。
本人：刘龙，身份证号 ：
320121198204050017，遗
失九玺台花园购车位发票
壹张，发票号码：49726855，
发票金额：壹拾贰万元整，
开票日期：2020.10.22，开票
方：矿世地产（南京）有限公
司，现声明作废
南京建筑工程学校1994年
工程会计专业毕业生严莉
遗失中专毕业证，毕业证书
编号944007，声明作废。
陈海青不慎遗失中华人共
和国房屋他项权证，宁房他
证六字第 206453 号，特此
声明
尤悦遗失出生医学证明，原
出生证编号：P320777680，
声明作废
遗失杨惠霞身份证，证号
142701198004162722，声
明作废。
南京南江中学食堂，银行开
户许可证丢失，核准号:
J3010022721901，单 位 账
号 ：01720120420000261，
开户行：南京银行和燕路支
行，申明作废。
遗失李莫凡身份证，证号：
320106199911173228声明
作废。
以下人员保险从业人员执业
证遗失，申明作废！ 祁佳伟
020042320100800020200
15388 陶 盛 伟
020042320100800020200
16491 王 曙 珊
020042320100800020200
15771 王 运 超
020042320100800020200
15780 张 玲
020042320100800020200
21106 孙 广 伟
020042320100800020200
15579 孔 浩
020042320100800020200
15562 庄 欢
020042320100800020200
15691 李 钱 一
020042320100800020200
15798 金 花
020042320100800020200
15860
遗失：普通发票1张，发票
号：40172337，声明作废。
遗失南京五羊城汉中路发
型设计中心税务登记证正
本 ， 税 号 ：
44012519680612247202，
声明作废。
遗失 杨 洋 残 疾 证 ，证 号
32010619910326121144B
，声明作废。
遗失景汇建设结算凭证
（0807621），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