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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姥爷重逢过
新

世相

朋友跟我说，某天，他跟一位老人擦肩
而过的时候，不经意间看了老人一眼，突然
有点发蒙，老人长得很像自己的姥爷。

赶紧转头看，老人微微佝偻着背，一
条腿不太利索，走起来一拐一拐的。没
错，这不正是自己的姥爷么？

小时候，父母在外打工，他跟姥爷一
起生活，那时，姥姥早已过世，舅舅姨妈
们有的住得远，有的外出打工了，从四五
岁到初中那段时间里，身边最亲的就是
姥爷了。姥爷已经老迈，腰很弯，一条腿
因为早年摔过总是使不上劲，走路一瘸
一拐，脸上沟壑纵横，后来很多年里相貌
也没太多改变，无非是老人斑更重了，腰
更弯了，更加颤颤巍巍了。

姥爷每天早早的把他叫醒，催他吃早
饭，催他读书，催他洗脚睡觉，一老一少，
有点相依为命的感觉，记忆最深的是某次
姥爷给他洗头，就在院坝上，一盆清水一
只破瓢，一块肥皂，姥爷给他刺刺啦啦地
洗过头，替他抹了一把脸上的水，瞬间一
把老茧像钢丝刷蹭过少年的面颊……

想着想着，他不自觉地跟老人走了一

段。姥爷过世好些年了，从小他在心里暗
暗发誓，等将来挣钱了要好好孝敬姥爷，
可姥爷没有等到这一天。那年他回乡过
寒假，母亲说，姥爷已经下葬，怕耽误你的
学习就没告诉你……就这样，他连姥爷的
最后一面都没有见着，不免后悔之前因为
勤工俭学竟两年没有回家……这些，成了
他心里永远的愧疚和遗憾。

正黯然神伤地想着，大爷转弯了，突
然站住了，转头对他说，我一个老头子，
你跟着我干什么？

他这才发觉自己失礼了，鼻子一酸解
释道，对不起，您长得实在太像我姥爷了。

那位老人愣了一下，转身正准备走，
又转过来对他说，要不咱唠一会儿。

前面不远处有个公交站牌，有简易
的长凳，老人走过去坐下，他也跟过去坐
下了，这才发现眼前的老人，面相是典型
的城里老人，而自己的姥爷，是典型的农
村老人，相似的不过是走路神态而已。

老人耳朵不好，就在人来人往的公
交车站，两个似喊非喊，答非所问地聊了
一会儿，最后老人问，你姥爷叫什么名
字，是哪里人？他如实相告，老人起身
说，回头我“下去”，碰到你姥爷，肯定记
得跟他说一声，说你过得不错，也是个懂
孝道的孩子，你看成吗？

当老人说“下去”时，口吻轻松平淡，
就好像说我去散个步或是我去趟菜市
场，他不由自主地笑了，对老人说，成！

奇怪的是，从那天以后，朋友心里对
姥爷的愧疚和遗憾轻了很多，而且总觉得
再一次跟姥爷重逢过，很欣慰。 田一洁

要过年了，打扫房间就提上了
日程。虽然平日也经常擦灰除尘，
但年前的打扫要更彻底一些。橱
柜里的东西全都拿出来审视一番，
有的要丢弃，有的要另找安放地，
有的要重新擦洗。然后把板面擦
得干干净净，再把东西放进去。

说起来简单，干起来花了很多
时间。从高低各处的柜子里清理
出大饮料瓶、空油桶就有七八个，
外卖餐盒方的、圆的，大的、小的，
加一起能有十多个，其它还有罐头
瓶、老干妈辣椒瓶、腐乳瓶。台面
上放不下，地上摆了一堆，都没有
下脚地了。难怪之前柜子里总挤
得满满当当。当初瓶瓶罐罐用完，
不舍得扔，都洗干净了收着，以为
能有用处，但实际上没那么多东西
可装。与其放着落灰占地方，不如
统统丢弃。

清理过的厨房特别干净，台面
上空无一物，显得特别清爽。橱柜
里东西也整齐有序，一目了然，抽
屉都轻了许多，方便推拉。

躺在床上直腰，跟好友聊天，
说现在越来越不喜欢添置东西，东
西越少，心里越轻松。好友说她也

是，以前以为拥有得多才会有安全
感，现在才发现，只有过能掌控的
生活才会有安全感，而东西太多，
常常顾此失彼，心里总慌慌的。

跟好友感受同步，让心情很
好。细想，生活中必需的东西真的
不多：衣服不用多，家居服舒服就
好，出门得体大气就好；开心时有
人分享，难过时有人安慰，好朋友
贵精不贵多；食物也不要多，买得
多就做得多，不做放坏了也可惜；
做得多就吃得多，吃多了撑得胃难
受，还得逼自己出去锻炼减肥，简
直是恶性循环。

最主要的是精力不如以往，每
天时间如流水一样哗哗地淌走，每
每回顾昨天，都惋惜没有很努力。
于是，越来越舍不得在某些事情上
花费时间，比如顿顿都丰盛如宴，
动辄就要在厨房里泡几个小时；比
如跟不相干的人应酬，说谨慎而无
聊的话；比如去给很多人的朋友圈
点赞，去转发很多人的“深度好
文”；比如去看狗血剧、泡沫网文、
围观吃瓜……

貌似活得愈发内敛，但心里越
来越轻松。 赵玉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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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关·数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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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关·发散思维

第3关·考眼力

扫码找答案

第4关·谜苑

越少越好心
絮语

下面两幅图有五处不同，你能看出来吗？
陈剑伟 编制（扫本版二维码找答案）

趣填地名美食

地名美食有金华火腿、杭州片
儿川、兰州牛肉面等。请在空格中
填入地名美食，使每一行前后四个
字各为一条成语。

1、天南地□□□□行鹅步
2、老成持□□□□红耳赤
3、蟾宫折□□□□妆玉琢
4、神采飞□□□□蔬饮水
5、俭以养□□□□犬不宁
6、塞北江□□□□步鹅行
7、坐井观□□□□团锦簇
陈春华 编制（答案本版找）

趣填黄山四绝（射覆谜）

1、口谈口话
“谈话”，两人一起说话。

要求在空格中填入黄山四绝之
一，使前两字指奇特的言论或
见解，后两字为软弱无能的话。

2、天口口马
“天马”，骏马的美称。要

求在空格中填入黄山四绝之
一，使前两字为云气的不正常
变化，后两字指石雕的马。

3、片口口面
“片面”，不全面。要求在

空格中填入黄山四绝之一，使
前两字为极少的云，后两字指
海水的表面。

4、鲜口口花
“鲜花”，鲜艳的花朵。要

求在空格中填入黄山四绝之
一，使前两字为鲜艳柔和，后两
字指从地中喷涌而出的泉水。

陈丽慧 编制（答案本版找）

发散思维答案：1、北京

烤鸭；2、重庆小面；3、桂林米

粉；4、扬州炒饭；5、德州扒

鸡；6、南京板鸭；7、天津麻花
谜苑答案：1、奇松；2、怪

石；3、云海；4、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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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青紫兰科技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根据2021年2月
7日股东（大）会决议，南京
青紫兰科技有限公司拟将
注册资本从 500 万元减至
1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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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青紫兰科技
有限公司 2021年 2月8日
南京君科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减资公告 根据2021年2
月7日股东（大）会决议，南
京君科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拟将注册资本从 500 万元
减至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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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君
科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2021
年 2月8日
南京卡文斯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减资公告 根据2021年
2月 7日股东（大）会决议，
南京卡文斯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101
万元减至 1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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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
卡文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2021年 2月8日
泰山街道办事处：兹有横江
大道北延一期（长江大桥一
纬三路段）轮渡桥一片区项
目，浦口区河西街 89号位
于该项目征收红线范围内，
产权人宋广玉已故，请合法
继承人宋照卿、王范弟看到
此通知后速至泰山街道拆
迁安置科商谈征收补偿事
宜。地址：南京市浦口区泰
山街道浦东苑社区 联系方
式：58608138
减资公告：根据 2021 年 2月
6 日股东会决议，南京市消
防工程有限公司拟将注册
资本从 15264.7008 万元减
至 10982.9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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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根据 2021 年 2 月
6 日股东会决议，南京奥祥
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拟将注
册资本从 2000万元减至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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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奥祥包装材料
有限公司 2021年 2月 6日
声明房屋地址：南京市建邺
区玉兰里 19 幢 401 室，我是
新房主，该地址户口上还有
原房主 2个人（叶秀兰、金泰
虎）未迁出，请你十日内迁
出，逾期不迁走，将按户籍
相关政策规定执行，特此声
明，李佳清、李家敏，2021年
2月 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