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优素福想去哪？深
圳

附近村里有一家拉面馆。夫妇俩带
着两个孩子，一个十二岁，一个两岁。老
大是女儿。女儿的皮肤细腻洁白，像她
妈妈。夫妇俩来到深圳没多久，开始有
些紧张。他们不大和人说话，但几个月
一过，也渐渐摆脱了对这里的陌生。刚
觉得安稳了，突然有件事吓住了他们：
两岁的儿子优素福走丢了。那晚，夫妇
俩吓傻了，邻居指引，他们赶紧找到附
近几个小区的保安，让保安在业主群发
了照片，一边也打110去报了案。揪心
紧张了几个小时，孩子找到了。

派出所离这里几站路，已经是另一
个辖区了。孩子的爸爸和妈妈一起打的
去的，这是他们第一次离开小店这么
远。因为这件事，他们才下决心把留在
家里的女儿从奶奶身边带来，帮忙看着
弟弟。带姐姐来的是女主人的妹妹，妹

妹和妹夫一起来，刚好店里也缺人手。
那晚优素福推着他的自行车在小

街上走，走着走着就到了大马路边上，
他又沿着大马路东张西望，不知不觉走
出去好远。一个公交司机看到他在路边
张嘴大哭，又见四下无人，就知道是怎
么回事了，连车带人把他拽上车，直接
送到了派出所。

小优素福因为这件事情就有了点
小名气。不少人在群里见过他的照片，
他穿一件夏日小短袄，领口绣讲究的花
边，漂亮的眼睛怯怯地看着镜头。他有
时闯进小区来玩，就有大人提醒，快回
家哦，你出来妈妈知道吗？优素福还不
会说话，不搭理别人，过一会儿，他的姐
姐就跟着来找了。姐姐在他面前毫无权
威，他如果想推着小车往小街外面走，
想走到马路边上去，姐姐毫无办法，他

又喊又叫。
小优素福没有朋友，姐姐对他来说

像个大人。若称得上“朋友”，唯一要算
那辆玩具小汽车，那是邻家孩子的，小
汽车放在楼下路边、拉面馆的对面。他
一不高兴，哭哭啼啼的时候，看到那辆
小汽车，坐进去就好多了。他坐在小汽
车里，瞪着大眼睛看路人，一声不吭。他
也不好好吃饭，一到饭点儿，就愁眉苦
脸。他不爱喝水、不爱吃蔬菜，所以，在深
圳这暑热潮湿之地，他很有些水土不服。

大马路上到底有什么吸引着小优
素福？王姐给了个说法，她说，这个小孩
子肯定是想家里的老人，奶奶或者爷
爷，他出来坐过汽车，知道大马路能领
他回家。我对这个说法基本是信服的。
我小时候确实以为沿着柏油路可以回
到奶奶家，还偷偷跑回去过。那当然是

没有结果的，妈妈出了城门就追上了。
我本来以为再走一会儿就到有石羊石
马的那条路了，到那里就很近西潘庄
了。大人说从县城到村庄要30里路，路
上有狼专吃小孩。

上班抄近路从小街过，常能看到小
优素福，他坐在那个小汽车里寂寂寡
欢，我就想起一个叫萨日娜的小女孩，
是在白石洲认识的，也是拉面馆人家
的。她有爷爷奶奶和太奶奶陪着，万千
宠爱，活泼好动，和周围的孩子打成一
片，上天入地的。那是前几年的事，前几
年外卖电动车还没有这么密集，现在人
们不放心孩子在街边玩耍了，稍微小一
点的，要么关在家里，要么关在店里，小
朋友碰面的机会大大降低了。唉，如果
萨日娜和小优素福做了邻居，多好，他
们是老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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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论澳门给我的印象，就不得不说
其中最有趣的一点便是节日颇多，也难
怪，这里有着四百余年的中西文化交融
历史，东西方的节日民俗，自然而然地容
纳在澳门这座小城里头。不过，在澳门的
传统节日里，每年四月初八的鱼行醉龙
节是本地独有的，对外地人而言是个非
常陌生的概念，舞醉龙？龙为何是醉的？
和鱼行又有什么关系？回忆当初第一次
听到时的我，也是满腹疑问。

前两年，托老师课题组的福，我也
得到鱼行主事者的邀请，有幸亲身参与
澳门当地的这项传统盛事。四月初七这

天傍晚，我饶有兴致扛着相机，下了巴
士径直往红街市走去，赴约晚上的龙船
头长寿饭盆菜宴。傍晚六点不到，已吸
引了不少人在此守候，菜市场一侧的空
地里，果栏老板和牛杂小贩正趁机兜售
他们的鲜果美食。鱼行的各类布置工作
安排得有条不紊，焚香礼拜、分装盆菜，
路过的游客，或驻足，或穿行其中。

过不久，两位稍年长的鱼行汉子鸣
锣敲鼓，迅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我赶
忙挤到最前面，身旁立马有热心人叮嘱
我给相机套上防水袋。醉龙道具和我以
往所见的舞龙很不一样，只有头尾两
节，通常由两位师傅各拿一段，互相配
合摆动，相映成趣。只见持龙头段的汉
子把手握在龙角根部，先面对香炉拜了
几拜，示意龙闻酒香，随即大力吆喝一
声，转向我们。且看他的同伴抬上酒埕，
架在侧放的小板凳上，二人呈似醉非醉
态，踉跄而行，一人手提坛子往嘴里灌
酒，然后稍作摇曳动作，昂头口喷烈酒，
雪白的酒花四处飞溅。这时候，围坐在
最前排的看众是最能感觉到刺激的了，
小孩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不时发出喝
彩。

到了晚宴席间，主事者领着刚刚做

个人秀的小伙子来给我们打招呼，一一
碰杯，我才知晓这是他还在念高中的小
儿子，也许是耳濡目染的缘故，自小就着
迷于舞醉龙，当天刚小恙初愈的他便挑
梁上道，表演得十分卖力，年轻人热忱可
嘉，但把祖母、外祖母心疼得不得了。

至于四月初八的正日景貌，是最不
能错过的。由议事亭前出发，能见到“澳
门鱼行醉龙节”的巡游队伍，与此同时，
庆祝佛祖释迦牟尼诞生的“佛诞节嘉年
华”和庆祝道教海上之神谭公诞生的

“光辉路环四月八”巡游活动也分别举
行，多种信俗文化和谐相处，恰是符合
澳门小城低调温俭的性格。

这日一大早，天才光光亮，鱼行的
男女老少相约出现在三街会馆，紧锣密
鼓地准备一年一度的盛宴，我则恰好遇
见一些妇女正在准备烧肉、节瓜、黄豆、
猪皮、腐竹等食材，与她们攀谈才知，原
来大家要通宵达旦为街坊市民赶制龙
船头长寿饭。待她们把桌凳收拾好后，
约莫六七十位鱼行师傅便陆续集齐，整
装待发后将依惯例举行醉龙出巡庆典。
他们一个个均身着白衫黑裤，腰扎红布
带，足蹬黑布鞋，头系头红，并佩戴金色
簪花，手系手红（“头红”与“手红”为系

在头部及手腕、手臂上的红布），互相为
对方别上翠绿的柚子叶。最年长的老人
家成员也不例外，坐在轮椅上仍与大队
伍一起出动，兴致勃勃的小孩站在一旁
轻轻擂鼓，跃跃欲试。

吉时一到，大家取好醉龙道具，随
狮队隆重出游，我亦紧跟在队伍后，穿
过菜市场内的各摊档，平日难得休息的
摊主向我们招呼致意，锣鼓喧天中，众
人都不由自主地沉浸在仪式的热闹氛
围里，我把相机举在头顶上，希望记录
下这一切，个子高的同行者原本挡在我
前面，见状也贴心地蹲矮了身子。

接近中午时，鱼行在红街市、三街
会馆、祐汉街市及台山街市派发龙船头
长寿饭。数以万计的市民百姓早早到达
各地点，虽烈日当空，仍排起长龙等待，
希望吃到寓意长命百岁、丁财两旺的龙
船头长寿饭，图个吉利，祈愿家中老少
健康平安。

世纪轮回，澳门的鱼行成员们向来
互依互助，同心协力，伴随申遗成功，醉
龙节也从一个小圈子的节日，发展成一
项与民同乐的盛事，醉龙节的内涵在逐
步丰富，愈加有包容性，使老澳门那质
朴热情的模样也得以保存。

鱼行醉龙澳
门

肖明玉 中文系毕业，现供职于澳门某
高校，煮字疗饥。

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
的十几天，几乎每天都会得到陌生
人的关心和帮助。
刚到的第二天，在地铁站遇到过一

个二十来岁的帅哥，他看我们一直对着
路线图看，便热情地过来问去哪儿，然后
说这个站点的售票机正在维修，跟着他
就行了。他站在闸机口，一个一个地帮我
们刷卡通过，等上了地铁，他又问我们来
自哪里，听到上海这两个字，小帅哥兴奋
地说：我去过上海，非常漂亮的城市，我

还去过你们的首都，北京！
到站了，他把我们送下地铁，转身

回了车厢，车门关上了，他笑眯眯地在
窗玻璃后面向我们挥手，嘴巴一张一合
呈bye-bye的口型。我们站着，目送地
铁消失在拐角，满心温暖。

后来我们发现，只要我们在街头或
者车站里表现出一丝犹豫不决，必定会
有人自告奋勇地前来甘作我们的救兵。
有一回在地铁车厢里，为了回答我们当
时要换乘车站的问题，一群罗马尼亚国
人用罗语大大地讨论了一番，然后由一
个会说英语的姑娘转达他们的研究结
果，也就是最方便的换乘方式。

应邀去某机构参加活动，到达以后
居然扑了个空，忙打电话与主办方联
系，询问地址是否有误。由于我们对当
地交通和环境的陌生，电话里工作人员
虽然非常耐心，交流却渐渐开始卡顿，
正在此时走来一对年轻情侣，样貌无疑
是长在了我的欣赏点儿上，为了看他们
我更听不清电话那头的表述了，而这对

情侣就在走过我身边的时候，似乎为了
呼应上文所述，毫无悬念地变身为救
兵，接过了我的电话。待问清楚情况，小
伙子拿出手机，帮我们叫了出租车，在
等车来的时间里向我们解释通知里写
的地址是原址，一年前已经搬离。是组
委会的马虎，害你们空跑了一趟，姑娘
好心地安慰我们。车来了，他俩不仅把
具体地址告诉了司机，还再次拨通了主
办方电话，让司机跟工作人员对接，就
怕又出状况。

帮助我们的还不止于此，我们甚至
还得到过两条旺星人的助力。

布加勒斯特的议会宫，号称是世界
最沉建筑、世界第二大单体建筑。从议
会宫广场出来，原本淅淅沥沥的小雨开
始哗啦啦地越下越大，一行人站在大雨
滂沱的街头，眼巴巴地望着车来的方
向，试图遇到一辆空驶的出租车，斜横
的雨柱几乎遮住了视野，在浑沌的马路
上，车也仿佛受到了疾雨的蛊惑，开得
飞快。

汪！汪汪汪！一阵狗吠传来，循声望
去，原来是两人各牵条大狗正要从我们
身后经过。奇怪的是看见我们，狗不走
了，任主人怎么拽绳子都不肯走，就在
我们身边朝着马路狂吠，大家不禁有些
儿害怕。

汪！汪汪汪！两条大狗的二重唱超
过了风雨声，它们向驶过来的每一辆车
狂吼，“这两条狗好讨厌啊，就算出租车
来了也要被吓跑了。”我们又气又急。

终于来了一辆空车，我生怕这来之
不易的救星落跑，也不担心狗会咬人
了，跟着狂吼乱叫的狗儿一起，拼命招
手，车停了，也不知道是被我们招停的，
还是被疯狂的狗儿逼停的。

上了车，关上车门，惊魂未定的我
回头去看窗外，却惊见两条狗正乖巧温
顺地缓步跟在主人后面往相反的方向
走去。

“你们看那两条狗！我们上了车，它
们就不狂吠了！它们是在帮我们打车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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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妖 本名李红毅，自由撰稿人，爱音
乐爱绘画，爱读书爱旅行。

鱼行醉龙

议会宫

※ 寻 人 ※
寻 人 ：李 春 艳 ，您 手 机
13701468368 打 不 通 ，看 到
联系我17788387171

南京市栖霞区西岗街道广
志路足球社社会组织登记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
52320113MJ5727144X，
声明作废，公章遗失，寻回
后不再使用。
南京市栖霞区西岗街道广
志路平安志愿者服务站社
会组织登记正/副本，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320113MJ5727152Q，声
明作废，公章遗失，寻回后
不再使用。
南京市栖霞区西岗街道广
志路太极剑队社会组织登
记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
52320113MJ5727160K，声
明作废，公章遗失，寻回后
不再使用。
滕卫民 南京邮电大学，学历
证 书 （ 编 号
102931201105002332）、学
位 证 书 （ 编 号
1029342011002332）声 明
作废
遗失南京嘉惠鸿生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法人章一枚，声
明作废。
司永涛军人保障卡丢失，卡
号：813201180726683967，
特此证明。
遗失南京市白下区风仔美
发中心营业执照副本，注册
号 ：320103600358071，声
明作废
遗失南京市西天寺墓园福 2
区 9 排 7 号，李克忠墓葬证，
声明遗失作废！
遗失南京市普觉寺乐 5区 27
排 9 号，王正元墓葬证。声
明遗失作废。
遗失南京溧水经济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银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 J3010064679902
声明作废。
遗失 南京柘恒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号
91320118MA21U4GC62；另
公章、法人章、财务章、发票
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声明作
废
焦彩虹遗失身份证，身份证
号 码 320724199606285122，
特此声明。
钟瑞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
码 320114199112243015，声
明作废

※ 遗 失 ※※ 遗 失 ※

公告信息公告信息

※ 公 告 ※
告 示 郭涛，身份证号为
32072219890716XXXX ，
根据《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
有限公司奖惩办法》（上铁
劳卫【2020】395号）第十七
条及《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
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管理办
法》（上铁劳卫【2020】119
号）第六章第三十三条，经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
公司南京东站工会同意，
2021年6月7日党政联席会
议通过，并上报中国铁路上
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劳卫部
审批通过，予以开除处分并
解除劳动合同，特此告知，
望看到告示后，于2021年7
月 31日前来单位办理解除
劳动合同手续。（联系人：赵
思 ，联 系 电 话 ：025-
85832182。）
公告 本单位由于：撤离本
市，从未在南京承接工程。
企业决定退出南京建筑市
场，拟申请全额退还民工工
资保障金。根据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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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视
为清算结束。特此公告。
单位名称：中益诚达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58683888
QQ:2681273318

新街口管家桥63号院内一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