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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瑞瑞美化妆品店遗

失卫生许可证，粤卫公证字【2020】第
0401C02376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遐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8500
28999301，编号：5810-07328532，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醒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世博源商贸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财务专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新能级激励（珠海市）科技企业

（有限合伙）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6L08
D34；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汤炯权遗失珠海市福利彩票发

行中心于2009年12月29日开具的
44030821 双色球游戏销售终端销售
保证金收据，票据号码AY38856555，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交南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工

会委员会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5850013386502，编号：581007
32387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吉莲蓝腾酸奶销售部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404
05600088507；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富今物业代理有限公司

遗失发票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权威发布
收费标准：标题100元，内容6元/字
个人证件：100元/证（50字内）
咨询热线：0756-2611111

遗体认领公告
钟运平，男，1965年11月26日

出生，身份证号：42010219651126X
XXX，户籍地址为广东省珠海市香
洲区狮山横街9号A房。2022年4
月27日6时05分在珠海禅诚医院
因呼吸衰竭抢救无效死亡。暂时
没找到钟运平的亲属，望有关个人
见公告后及时与我单位联系。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7天后，若仍无
人认领遗体，我单位将按照相关规
定办理遗体火化等手续。狮山街
道办事处联系电话：2130516，幸福
社区联系电话：2130733，南溪派出
所联系电话：8624333。

狮山街道办事处
2022年4月27日

2022年4月15日12时7分许，在香洲区九洲大道交建业三路路口发生

一起交通事故，事故造成一名中年男子死亡。

死者身份不明（50岁左右，身高170cm），事发

时身着白色有衣领的T恤、褐色长裤。现寻找死者

家属，请家属或知情人与拱北交警大队联系。联系

人 ：沈 警 官 ；联 系 电 话 ：（0756）8644970 或

8644973、15807568035

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2年4月28日

认尸启事

儿儿 歌歌
□ 李春鹏 六月，我的家乡（外一首）

□ 王亚平

致青春
□ 花果山桃

儿子上幼儿园后，带回家的儿歌
渐渐多了。每次看着儿子摇头晃脑或
者手舞足蹈地哼唱儿歌，我就情不自
禁地想起自己小时候学过的儿歌来。

我学过的儿歌屈指可数。我生
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没有上过幼
儿园——我们这一代人，能上幼儿园
接受系统学前教育的又有几个呢？
父亲读过几年私塾，是一个“文化
人”，却从来没有教过我儿歌。他倒
是挺爱读书的，不过，那时书店里很
难买到儿童读物。就算买得到，父亲
作为一个农民，也买不起。我的极其
有限的儿歌都是奶奶教的。这些儿
歌来自哪里，我无从知晓。

也许是数量太少吧，这些儿歌我
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

我学过的第一首儿歌是《月亮婆
婆跟我走》。那时我很小，也就两岁
的样子。是夏日黄昏吧，金黄的月亮
悬在天上，奶奶抱着我走在乡间小路

上。那月亮明晃晃的，跟着我们走
动。奶奶便指着月亮跟我说话，后来
就哼唱起来：

月亮婆婆跟我走，
走到南京去打酒，
你一盅，我一盅，
我俩拜个干弟兄。

这首儿歌语言明白晓畅，情趣盎
然，极易为幼儿诵记。

我学过的第二首儿歌是《三岁毛
伢走天边》。我不知道自己小时候是
不是问过奶奶，月亮离我们有多远，
或者天离我们有多高，天边在哪里？
总之，奶奶教给我又一首儿歌：

三岁毛伢走天边，
走到胡须白鲜鲜，
问声大哥几多路？
还有三万搭八千。

这首儿歌用浅显的语言，叙述了
一个有趣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
理：地球太大了，世界太大了。天边

永远在你前方，一个人穷其一生也难
以抵达。多有意思。

我学过的第三首儿歌是过年时
唱的，好像没有名字。我们好多个孩
子，一人手持一盏灯笼，灯笼里点着
红蜡烛。我们排成一长溜，彼此相跟
着，在旧历年关热闹的夜里穿堂走
巷，不亦乐乎。那时候，我们一起唱：

舞铁，打铁，
打一把剪子送姐姐，
姐姐留我歇，我不歇。
我要回家发毛帖，
毛帖发到正月正，
正月十五闹花灯，
花灯闹到元宵后；
我要回家种蚕豆，
蚕豆还没开花，
我要回家吃发粑，
发粑还没出气，
我要回家看戏，
戏还没开台，

我要回家扒柴，
别人扒一大些，
我扒一滴滴，
爹爹对我好受气。

现在过年，老家也很少有小孩子
打着灯笼唱这首儿歌了。可在我小
时候，这个长长的顺口溜，却给了像
我这样的穷孩子数不清的快乐。

还有一首歌，似乎不是儿歌，更
像民谣，不妨也写出来。这首歌好像
是无意中听奶奶哼唱，让我记住了
的。我已经大些了，有些懂事了。奶
奶唱这首歌时，表情凝重，声调低沉
悠长：

正月肥肉二面下
二月青菜寻油渣
三月清明一顿饱
饿饿吊吊到眼下

也许，这就是那个时候，我家生
活的真实写照吧！实际上，那个时候
过这种日子的，又何止我家呢！

透过房间那厚厚的落地玻璃，孙
晓霞又一次看到了酒店东北角那棵高
高屹立的木棉树。午后的阳光下，木
棉树的枝丫上挂满了红花，那硕大的
花朵就像点燃的火苗在枝头跳跃着，
花朵星星点点、红红艳艳地缀满整个
树冠，乍一看像极了一位身披红色战
袍凯旋归来的将军。

这是孙晓霞在隔离酒店居住的第
五天了。后天，她将离开这个地方，返
回自己家里进行居家观察。在和家人
分开整整两个星期后，她终于很快又
能和他们见面了！尤其让孙晓霞感到
庆幸的是，今年，她终于可以陪着家里
那对双胞胎女儿一起过生日了。

春节后不久，孙晓霞和另一名同
事就进入了高风险岗位。在高栏边检
站，高风险岗位执勤模式，意味着首先
要完成一个星期的闭环执勤，随后要
被送到隔离酒店再隔离一周后才能回
家。在此期间，民警执勤时只能过着

“集中隔离点-码头执勤点”这“两点
一线”的生活。刚刚过去的2021年，
高栏港疫情防控形势持续严峻，全年
一共有超过六万名船员以及四千艘次
船舶从这里出入境。

为防止可能存在的疫情感染，高
风险岗位民警必须严格落实疫情防控
相关要求，规范穿戴防护用具。秋冬
季节还好，若遇上高温天气，民警穿着
那厚重的防护服真是酷热难耐。一个
班次下来，很多人全身上下都会湿个
透。有一次，孙晓霞在家把自己执勤
时的照片给女儿看时，还被她们戏称
为“大白”。

想起女儿，孙晓霞禁不住柔肠百
转。这些年，自己亏欠她们的实在太多
了。就在去年，两个女儿过生日时，孙
晓霞只能在上班的时间抽空打个电话，
在电话里祝她们生日快乐。

孙晓霞清楚地记得，十二年前她
刚生小孩的时候，也正是木棉花开的

季节。说来也巧，孙晓霞与木棉花的
缘分从她刚来珠海时就结下了。

那年夏秋之交，孙晓霞大学毕业
后，从遥远的辽宁大连南下到达珠海，
光荣地成为珠海边检总站的一员。在
她工作的口岸旁有一条种满木棉树的
主干道，满目葱茏里，一棵棵高大的木
棉挺直身板，齐整地站立在道路的两
旁。那是她这辈子第一次看见这种
树，听同事讲，春天来临的时候，木棉
花开得可漂亮了。

第二年春天，她终于看到了木棉
花。放眼望去，尚未发芽的枝桠如同刚
猛的剑戟，那丛丛簇簇的花朵争先恐后
地冒出了头，挤压在一起就像一团团红
色火焰，似乎要燃烧整片天空。走近
一看，雨后初晴的木棉花，缀满了晶莹
剔透的雨滴，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
金红色，折射出来的光芒透过花蕊漂
染出丝丝淡淡的火红，斑斓而靓丽。

伫立在木棉树下，孙晓霞用手抚

摸着粗糙的树干，细细地感受着这场
木棉盛宴，骤然间，便有一种如释重负
的轻松感、一种豁然开朗的舒畅感沁
人心脾，直扑五脏六腑……那天，她还
特意穿着挺拔的警察春秋常服，和木
棉花留下了美丽的合影。

自那以后，孙晓霞经常都会看到木
棉花。在珠海的每一处道路旁、公园
里，甚至在自己居住的小区，都能看到
木棉花的身影。特别是女儿出生之后，
每到木棉花盛开的早春三月，孙晓霞和
爱人都会带上这两个宝贝去踏青。

在这个明媚的春日午后，当孙晓
霞再次注视到酒店外那株渐次开放的
木棉时，藏在她心底深处的那份柔情
被再度唤起。她在想，等这次居家观
察完成后，一定要带上女儿再去市区
那条开满木棉花的路上走一趟，实地
再体验一次木棉花开得最灿烂的盛
景。这别名“英雄”的树和花，充满着
热情，亦充满着希望！

木棉花开
□ 林小兵

火红的六月
太阳没有升高到
应有的温度
仿佛失恋少女
内心凉意穿过火线
彩云与蓝天
纠缠不清
撒娇的泪水
淅淅沥沥
不时飘洒
让竖起来的麦芒
柔软了三分
预报的东南西北
架在火炉上炙烤
或在蒸笼里沐浴
而六盘山脚下
我的家乡
出门要穿外衣
睡觉要盖棉被
一派清凉世界
在焦金流石的季节
逍遥自在

一面黄土墙
伤痕累累的胸膛
挂满各种荣誉
曾经锋利的镰刀
斩敌无数
一茬又一茬
应声倒地
刀刃已钝
数不清的辉煌
锈迹斑斑
弓一样的孤度

仿佛父亲的脊梁

悬挂着的牛皮鞭
不再凌空炸响
鞭梢抽不到灵魂深处
带血的伤痕
渐行渐远
疲惫的老牛
魂销魄散

陡峭的山坡
嘹亮的鞭响
沉重的吆喝
同时消声灭迹

缰绳没有扯住时间的尾巴
笼嘴没能罩住牲口的欲望
斩草除根的铁铲与锄头
曾经误伤过禾苗
箩筐的缝隙里
捕捞着生活
背篓里装满酸甜苦辣

一面疮痍满目的黄土墙
挂满了过去和未来
希望与失望
像一枚枚勋章
闪耀着岁月的光芒

记忆中的这面黄土墙
仿佛永不消失的电波
我在墙上
寻找着撰写家谱的素材
以及先人的名字

青春让人热血沸腾
年轻让人精力旺盛
总记起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永不忘那情窦初开的年华

那些年,阳光总在身边
那些年，双脚如同闪电
那些年,低头看到的永远是坦途
那些年,抬眼望到的始终是初恋

曾记得呼朋唤友斗酒划拳
不会忘走南闯北携手奋斗
年轻就是资本
青春就是未来

如今对镜两鬓生霜白
我已不再是青春少年

正小方家族延展设计大赛最佳设计奖作品。

正小方IP形象。

4月28日，由珠海正方集团有限公
司主办的“正小方家族”延展形象设计
大赛，历经近两个月的激烈角逐完美收
官，6个各具特色成员形象从来自全国
10余个省份的近300幅作品中脱颖而
出，“正小方家族”诞生！

3月11日，由珠海正方集团有限公
司主办的“正小方家族”延展形象设计
大赛正式启动。本次比赛以线上形式

举办，是基于正方集团已有的 IP形象
“正小方”而展开，面向全国各地的专业
设计师、设计爱好者、广大高校设计专
业学生以及视觉传达领域的优秀人才，
征集正方集团以六大业务模块为代表
的“正小方家族”成员形象。北京师范
大学珠海校区设计学院广告学专业系
主任、港珠澳大桥与城市发展研究会会
长沈伟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视
觉传达系主任李捷生教授，共同担任本
次比赛的专业评委。

截至4月10日，主办方已陆续收到
来自北京、山东、辽宁、广东、广西、湖南
等10余个省份的设计作品近300幅。
经过初赛、复赛、决赛层层晋级，最终评
选出优秀作品奖30个、最佳人气奖24
个、最佳设计奖6个。至此，“正小方家
族”正式“出道”。

本次大赛不仅通过网络投票增强
了正方集团品牌与社会公众的交流与

沟通，更吸引到全国各地优秀设计人才
将目光聚焦珠海，共同开拓想象，为有
着无限潜能的实干探索型城市守护者

“正小方”绘就美好生活，从多个角度充
分诠释了“正创意·方精彩”的活动主
题，赢得了社会的广泛好评。

正方集团历经26年快速发展，紧抓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珠海特区“二次创
业”机遇，聚焦香洲区“1+2+1”都市产
业生态体系和“一园一镇一廊一带”产
业布局，以重大项目建设和创新驱动为
抓手，坚定不移聚焦主业，实现高质量
的相关多元化发展。

未来，正方集团将牢牢把握深化国
有企业改革的契机，立足新时代，贯彻新
思想，展示新作为。继续深耕和服务珠
海民生事业，为做优、做强、做大国有资
产，推动公司发展质效稳步提升，促进
湾区社会经济转型升级作出新贡献。

（广供）

“正小方家族”
延展形象设计大赛完美收官延展形象设计大赛完美收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