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旧厂老树新园区深
圳

眼前是一片空地。身后，一条马路
之隔，双子塔正在竞争谁长得更快，目
前四十多层，分别由两家大牌建筑企业施
工修建。眼前空地上刚刚拆掉了一组五颜
六色的集装箱，是上届深港建筑双年展的
展品，意图大概是指我们正置身于一个快
速搭建的时代。如果拆除也算展览的一部
分，那展览就完整了。拆除之后空空荡荡，
覆盖着水泥的地基处草木不生。而地基的
周边，野草在一场大雨之后迅速冒头，在
人工草皮还未压上来之前行使它们的呼
吸权。它们只有几天的生命。

这是某地产在住宅开发之外投入
的第一个旧厂改造项目。大门两边各有
一块绿地——叫它空地好了,“空”实在
是珍贵。眼前这块空地上，有一株大榕
树，榕树下有一只大象和一只犀牛。版
纳北上的大象牵动着人心，大象雕塑突
然有了新的视觉意义，不似往常那般是

比较突兀的存在。这些日子，有人和它
合影，有人围着它转圈——说诗意些，
是徘徊。

两块空地之间是一个圆形的水景
池，环绕着绿篱。另一块空地上，有木
棉、槟榔、莲雾等计二十几株“老”树。深
圳厂区的“老”，也老不到哪里去，二三
十年的老树也是珍贵的。

这个园区，标准厂房经设计改造，
利用充分，各种创意类中小企业入驻，
办公空间风格统一又各有特色。这里非
商业空间充足，主建筑内露天庭院有好
几处，还不算每家公司门前的特色绿化。
园区开放，绕场一周正好八百米，如果没
有车行，厂道就是天然跑道，两块绿地之
间也常有人散步。绕场一周，靠着主建
筑，有柏树、黄栌、凤凰木；紧挨着园区围
栅，杂树高茂，几十棵菠萝蜜正在结果，
大如枕，小如拳，每棵树上有几十只。

原貌保留，自然生长，若说设计，
“不动不挖”是真正加分的一项。节省了
资金，尊重了土地。

常来此间散步，风雨无阻。邻居好
心说放着公园你不去!公园稍远了点
儿。再说，公园里挂着吊瓶拄着“拐杖”
的大树，一夜长成、花朵累累的“奇葩”，
太人工太整齐了。况且，举足便可望见
七八株柏树，也非寻常事。七八株也可
以成林了，让人想到柏树林这样的地
名。西安城墙内有个柏树林，过了柏树
林是下马陵。下马陵靠着碑林的一边，
从文昌门登上城墙，往南一望，高楼林
立，可想而知四周皆然，城是真正在瓮
里了。柏树在南方城市，尤其在暑热之
地较少种植。北方，柏树不仅官陵可见，
平常农人也在自家祖坟上栽柏，取其苍
翠肃穆、灵魂长存之意。现在，柏已成为
绿化树，遍植北方道旁，倒是农人很少

植柏了。
一墙之隔，这七八株柏，看到它们

会想起去世多年的祖母。她老人家生前
常到“陵里”走动，因为受了委屈要找个
合适哭诉的地方，也许只是想数落些琐
事顺便用围裙兜些野菜回来，陵是古雅
之处，也算逛了风景。在祖母们的眼里，
生死很近，死并不可怕，它是生的朋友。

偌大的园区有两名花工，他们戴着
草帽，一手在前一手在后，背着水管低
头向前，那是挽着裤腿在稻田或者麦田
里拉牛开地的农人惯常的姿态。深圳每
个公园都有从田野走来的农民，他们对
花工的新身份稍感陌生。花工在草皮里
发现野草就像发现了老伙计，他们必须
清除这些老伙计。然而野草是清除不完
的，它们顽强等待每一次复活的机会。
其中还有龙蛇草，苦叶菊……哪里是野
草呢，一花一叶都是良药。

吴晓雅 生于陕西，现居深圳。曾先后供职于海口市文研所、
海南日报、星港资讯（深圳）有限公司等。著有《西潘庄札记》、《白
石洲——深圳的中心与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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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意大利男人
有了“好色”的名声，起初我并不这么认
为，被问得多了，就仔细想了想，我的结论
是，与其说是“好色”，不如说是多情，男
人如此，女人也不例外，民族个性使然。

亚平宁半岛常年光照充足，人和植
物一样得到充分的光合作用，越往南，
太阳越火热，激发出人们越发强烈的表
达欲望，像是仙人掌开出了花。

有一年，美国的女友们来罗马找我
玩，她俩出去逛了一天回来问我：意大
利男人是不是都很乐于表达？因为一路

上，总有人向她们吹口哨和搭讪。
“Ciao Bella（音：乔，贝拉！）”是

意大利人向女孩打招呼时最常用的一
句:“嗨! 美女!”如果是一个老太太问
候你这个美女,你可能波澜不惊, 换
做帅哥，其实也大可不必惊慌，对他们
来说，这是一种对美好事物的赞美，像
呼吸一样自然，觉得你美，就一定要告
诉你。

遥想刚来罗马那年，十月的空气中
流连着炒栗子的香味。我在迷宫一样的
街巷中跟自己捉迷藏。那时脚力好又爱
美,穿了一双至少六厘米高的高跟鞋。
罗马中心地带的路面都由黑油油光溜
溜的石砖铺就，古香古色，在街灯或者
雨中就会反射出迷人的光辉，很有味
道。那一路，我记得有好几个人和我打
招呼，有从车窗里探出头的，有下了班
拎着公文包的，甚至包括两个我去问路
的警察。

那个时候我在上语言课，第二天，
在班里说起这件事，女孩子们七嘴八舌
地说着，男生保持沉默。20岁的朱丽亚

是个德国美女，利用暑假跑到罗马做住
家保姆。她说：那天我牵着两个小孩的
手带他们回家，后面一个家伙高声嚷:
Che bella!(好个美女!)后来我去书店，
应该没有人乱喊了吧？刚拿起一本书,
就有个男的说:“嘿，金发妹子！”捷克来
的莎卡说，唉，你去西班牙广场坐一会
试试，烦死你。

听到这，我们俏皮的意大利语老师
马可翻翻眼睛，在眼镜后面狡猾地微
笑：各位美女，可要是哪天走完了一条
街，也没有人说Ciao Bella 的时候，你
们是不是又要回头找找，说:这该死的
意大利男人呢?

儿子7岁的时候，班级上迎来了这
座小学校历史上的第一位英国男教师，
这消息不仅让全体女教师们兴奋莫名，
也让妈妈群为之沸腾。那天早上第一个
送孩子到校的妈妈第一时间在群里留
言“他很帅”，言简意赅。接下来的那些
天，本来早上只是把孩子送进校门就离
开的妈妈们，都纷纷把孩子一直送到教
室里。

每年6月2日的意大利国庆节一过，
气温会明显蹿升，周一到周日的天气预
报一串7颗大太阳，亚平宁半岛的夏天
就正式来了！

夏天去度假，是意大利人刻在骨子
里的传统。上班族把大部分年假都留在
7到8月之间，而度假的首选，一定是海
边。遇到今年特殊的年份，人们更是迫
不及待要飞到海边了，政府也宣布，7月
1日起即取消室外口罩令。阳光，海滩，
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更何况，今年
还有欧洲杯足球赛呢！

那天，姐妹群里说起欧洲杯要开赛
了，一女友激动放话：那我要挺巴西队！
大家一时有些沉默，虽然这并不能代表
本群女球迷的整体水平，但所谓的内行
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对于我们这些业
余女球迷来说，球技固然重要，但是从
开球哨声响起的那一刻，我们更要关注
教练的白衬衫是不是合身，球员的肌肉
是不是紧实，有没有新的帅哥可以关
注。所以，你看，“色色”的可不只是意大
利男人呢！

“色色”意大利罗
马

周薇 英文专业，曾任纪录片撰稿人，天
生对文字和绘画敏感。从 2004年至今定居
意大利罗马。

站在圣母教堂穹顶的观景台上，俯
瞰德国十大主要城市之一——德累斯
顿，这颗易北河畔的璀璨明珠。耳边呼
啸而过的风，声似裂帛，眼前万般旖旎
的景，美如画卷。易北河，像一条被风吹
皱了的绸缎，在晴空的映照下，湛蓝、深
邃而宁静。

蓝色绸缎穿越整个德累斯顿，把城
市分成了南北两岸，在横跨易北河的桥
梁中，我们目力所及的最远处，有一座
并不起眼的森林宫大桥，别看它貌不惊
人，却使德累斯顿的易北河谷，从世界
遗产的名录中惨遭除名。

2004年，德累斯顿的易北河谷由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世界文化遗

产。两年后，为了缓解市区交通拥堵政
府决定在易北河上再架一座现代行车
大桥，但此举因可能破坏河谷风貌而引
起世遗委员会的强烈反对，警告将会撤
消河谷的世遗资格。大桥和世遗证书成
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建还是不建，政
府进行公投，投票结果是民生战胜了名
誉，森林宫大桥开工。三年后的2009年
6月，易北河谷痛失世遗名号。

不过，这并不能减弱明珠的光芒，
闪耀的河流，蓊郁的森林，养育着文化
名城德累斯顿。奥古斯都强力王建造的
绿穹珍宝馆，藏有拉斐尔名画《西斯庭
圣母》的历代大师森珀画廊，位列世界
十大的森珀歌剧院，被誉为欧洲阳台的
布吕尔平台，长达101米的瓷器壁画
……在这里，到处可见美轮美奂这个词
的最原始释意。要想一一数清这座巴洛
克城市的宝藏，实非易事。

我们所在的圣母教堂，有德累斯顿
市徽的美称，自1741年建成后历经战
乱，巍然屹立，直至二战末期，在那场由
丘吉尔指挥的、至今仍颇具争议的盟军
大轰炸中，和老城区一起，几乎被夷为
平地。上世纪九十年代，东西德统一后

开始重建，历时十一年，2005年圣母教
堂终于在原址重现，因为近半建筑材料
取自废墟，重建后的圣母教堂，黄色外
墙上清晰可见斑驳的黑块，或许，这伤
痕般的色块，便是对残酷战争的无声控
诉和永久记录吧。

观景台上还可以看到恢宏雄伟的
茨温格宫，宫门顶似王冠，在阳光下熠
熠生辉。茨温格宫的陶瓷馆是全世界藏
品最多的瓷器博物馆之一；在兵器馆，
陈列着无数奢侈华丽的兵器和盔甲；而
在森珀画廊，历代大师的七百多幅油画
可谓铺天盖地，气势撼人。紧挨着茨温格
宫的则是举世闻名的绿穹珍宝馆，两千
多平方米的新旧两馆，展示出四千多件
精妙绝伦、珠围翠绕的奇珍异宝。琳琅满
目的金、银、珠宝、钻石、琥珀、象牙、鸵鸟
蛋壳艺术品和青铜雕像令两度来游的
我，仍感觉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而更让
世界震惊的是，2019年秋，绿穹被盗，一
百多件失窃珍宝价值超过十亿欧元，四
个盗贼用几把斧子和一辆车在五分钟
内炮制的旷世奇案，至今未能侦破。

高高的观景平台，将美景尽收眼
底，我们在此流连忘返，不忍离去。当夕

阳悄悄从城市的四周围拢过来，天色将
暗，我们才恋恋不舍地顺梯而下。走出
圣母大教堂，经过庄严肃穆的宗教改革
巨匠马丁·路德的雕像，转到教堂后面
的小广场，惊讶地看见一辆马车停在路
边，德累斯顿街头经常可见马车驶过，
并非罕物，但这辆明显与众不同，因为
车上车下的角色们太不寻常，卷发套，
长戏服，夸张的造型，浓烈的色彩，马车
似从仙境而来，又似要往仙境而去。其
实，这是一辆载着演员们赶往歌剧院去
演出的专用马车——德累斯顿标志性
建筑之一的森珀歌剧院，头天中午我们
刚刚在那里听过一场音乐会，此时便在
街头偶遇艺术家们，真是美妙的巧合。

目送马车驶远，我们也准备进行期
待已久的项目：吃晚餐。

吃晚餐本没有什么特别，特别之处
在于，我们要去新城区的“世界最美奶
酪店”吃晚餐，那个在电影《布达佩斯大
饭店》里出现过的、整个店堂都用精美
瓷片铺满的、如万花筒般梦幻的、拥有
135年历史的，普丰德奶酪店。

跨过奥古斯都大桥，沿着易北河，
我们从老城走向新城。

蓝缎上的璀璨明珠
德
累
斯
顿

豆妖 本名李红毅，自由撰稿人，爱音
乐爱绘画，爱读书爱旅行。

意大利街头

一辆马车载着演员们赶往歌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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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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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部街33号天之都大厦2922室
电话：84463289
新街口华侨路华夏大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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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信息

扫码自助登报

※ 公 告 ※
公 告 我司从未在南京承
接工程，决定退出南京市场，
拟申请全额退还民工工资保
障金。本公司民工工资债权
人在公告刊登之日起十五天
内清算债务。否则，我司视
为清算结束。特此公告。
江苏同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南京奎因瑜伽健
康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于
20210427 见报的减资公告
股东决定日期为 20190419
更正为 20210427。
分销合作邀请 为加快销售
进度，我司项目现公开招募
经纪机构，为我司 和著府 项
目提供分销服务，诚邀具备
资质、设立 3年以上、资信良
好的房地产经纪机构来我司
洽谈商议。联系人：黄捷经
理，电话：17366363993。南
京兆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6月28日

※ 遗 失 ※※ 遗 失 ※
遗失南京市秦淮区晓伊食
品店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 1
份 ， 编 号 ：
320124198107203228，声 明
作废。
遗失能拓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20191787136998L ）营业
执照副本 3/6，4/6，6/6，共计
3本，声明作废。
遗失：南京金帆石油化工有
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 号 3201001007598，声 明
作废。
遗失：南京金帆石油化工有限
公司，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遗失喻常溧水区经济开发
区石燕路 6 号蔚蓝家园 6 一
2402 首 付 款 发 票 ，号 码
90378576 声明作废。
江苏什新律师事务所张书凯
遗失律师执业资格证，执业
证 号 ：13201201410149160，
声明作废。
遗失:谢福华、王秀兰荣域家
园一期 C09-2-1905、江苏
增 值 税 普 通 发 票 ，票 号:
06668680、金额:414417 元声
明作废。
遗失：南京子非鱼教育信息
咨询有限公司，银行开户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3010074762002，声明作废！
遗失中国药科大学生物工
程公司营业执照副本（2/2），
注 册 号/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3201911000147，声明作
废。
遗失：南京首屏商擎网络技
术有限公司百度推广服务
合同 1份合同号：tg1810s299
合同作废，特此声明
王静遗失钟山驾校合同和
票据，票据号为 1152892，声
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