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批准，中银保险有限公司珠海
中心支公司机构地址已变更为“广东省珠海市吉大九洲大道东1131号办公综
合楼三楼”，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银保险有限公司珠海中心支公司
机构住所：广东省珠海市吉大九洲大道东1131号办公综合楼三楼
机构编码：000046440400
联系电话：0756-3212880

关于中银保险有限公司珠海中心支公司
换发《保险许可证》的公告

遗失声明
珠海市横琴新区希斯达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发票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丰多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财务专用章、法人私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纤科工业(珠海)有限公司遗失提

单，号码：AMIGF220099173A、AM
IGF220134896A、AMIGF2201048
84A、AMIGF220131997A，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源道健康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

务章、发票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斌波律广告有限公司遗失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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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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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超综合：

曼城豪胜曼城豪胜 切尔西止颓切尔西止颓
约基奇连续第二年
当选美职篮最有价值球员

大姑乸，记忆难磨灭
□ 吴燕婷

月亮出来了
玉米就是我们所说的苞谷。
阳光砸在玉米的衣服上，剥开它，

月亮就出来了。
从小时里抵达的好运，分秒之间

都焕发了玉米的时间与地点。
马路上的羊与一座山的空旷，带

来了整个初夏的构思。
我只想知道你又能给夏天带来什

么？在城市街头什么都已经熟悉了，
也熟悉了蔬菜水果的断句。两口子的
笑总是那样地相似，符合口味的粮食
在小地方，她们按照时间本身的样子
生长。生活的意义与意义本身呢？

打探与磨砺，星空知晓了月亮的
心事，大地也安静片刻。

我们在讲述一个人的品质时，其
实也在讲述自己。

水到渠成
我们习惯了这样。结实的南瓜在

院墙角想她的心事。
女人和女人，就是水和水的加

法。水到渠成。两个人会发现相同之
中的不同，这就是女人之间的差异，思
想上，志向上，行为上，总有一个人在
前，一个在后，在前的压制着在后的，
在后的压抑着在前的。有了这些不协
调的肯定，内心就产生了想法。就终
究生变。于是，就出现了“变革”。

最终我们会回到孩子身边。孩子
才是生活的中心。我们顺着道路走下
去……

母亲就会问你：还没来到这世上
时你晓得母亲是个什么样貌么？

父亲就会对你说：母亲很好看。
父亲也不错。

不 染
一把金属的小刀，跟铁的坚硬日

夜兼程。
一个人去哪儿不能太远了，去别

人家也不能待太久。适可便应回来。
这样就等于能够修身了。

我们做事应具有一颗单纯健康
的心。凡事越简洁越没杂念就越快
乐。阴雨天会让心情郁闷烦躁，总觉
得美好离得太远。但要相信，好日子
总是有的，雨过后肯定会出现阳光。
这是大自然的规律，人生又何尝不是
呢？

哪怕别人总是做错的，对你也很
苛刻。你还得沉住气来，懂得忍让。

有理也想着让人一步，一切你想
不到的就会自然回到身边。

雨下了。天便会晴了。不是吗？

黑是什么
黑是未知的方向，是一种想象。
万物与生命都因了缘分二字，自

然生长。
时光左右了白天和黑夜。
男人在白天劳动，晚上看女人。

女人在白天看男人，晚上活动。
大地宽广，天空无际。风动。一

切事物变动。
人总是固守了太久的光才想到

了黑。
男人的想象经过女人的身体是

一种冒险，女人的想象经过男人的身
体也是一种冒险。这时，困境呈现在
我们的面前。男女之间不再迷信光，
他们想到了另外的光。

重新审视自己，眼里便有了光。
这种光带给了黑夜的美。

为春天写诗 （三首）

□ 李晓光

上世纪，珠海有个小渔村叫大姑
乸，位于吉大海滨泳场旁边。改革开
放，珠海成了经济特区，天南海北的人
潮水般涌入珠海，我就是其中一员。

为了迎接外来工，大姑乸村民想
方设法圈地围院，建了很多简易铁皮
房出租。整个村子，高低不平的房子，
横七竖八的巷子，错综复杂，走进去像
进了迷宫。有的村民有多余楼房也会
出租。铁皮房，房间很小，没有厨房，
在房内或门外屋檐下做饭。公用洗手
间、冲凉房。卫生堪忧。

刚来珠海时，我和一位女同事在
大姑乸租了一“轿楼”住，就是上楼顶
的楼梯转角处。没有床，睡觉时，我们
把被子铺在水泥地上，起床后把被子
卷起来放在墙角。外人不能去到我的

“房间”，但房东一家可以，所以每晚睡
觉时，我把剪刀或水果刀放在枕头底
下才敢睡。记得有次同事去男朋友
那，晚上没回来，我那晚未合眼。

后来，我和三个老乡合租了一间
铁皮房。房间很小，一小窗户，横竖两
张“床”，一宽一窄，床脚用砖块堆垒，

旧木板搭在上面。不过有个小院，外
人不能随便进，较安全。我购置了煤
油炉、碗筷等物，开启了我新的人生。

记得1993年“高莲”台风把我的
屋顶吹飞，我们的“家”不成家。台风
稍小后，房东和邻居哥哥帮我们修房
子。我当时笑着告诉他们，以后我们
要在珠海住风吹不倒的好房子。

不久后，我进了一家大公司，刚进
去没有宿舍，我仍在大姑乸住。这
时，我最怕下中班，凌晨一点，我坐公
司车到大姑乸村口时，村里鲜有人行
走，店铺已经关门。我提心吊胆摸黑
前进，直到关了出租房院门，心才落
下。那种恐惧，现在想起还心有余悸。

在大姑乸住时，不光担心害怕过，
还愤怒过。2000年，彼时大姑乸村正
在改造中，很多房子已经拆了。为了
工作方便，加上难找到合适的房子，我
和先生暂住在这里。那年夏天，我隔
壁房东突发奇想，把自己家的音响设
备搬到了家门口，开起了音乐会，外人
唱一首歌，他收一元。每晚，很多人在
这纵情高歌，唱响人生。

歌声不停，我无法入睡。我不堪
其扰，一天晚上快十二点时，我走出村
口，用公用电话拨打110。工作人员
回我：这是正常娱乐。我说：老板收
钱，是商业行为。对方说：那得工商部
门管理。我无奈。几天后，我搬家
了。永远地搬离了大姑乸村。

在这住也有很多快乐美好的事。
离海近，便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好处。
我和先生经常在海边散步，坐在海边礁
石上听海浪与礁石低语呢喃，看星汉灿
烂，日出月隐、沙滩夕照、海鸟低飞高翔
的美景。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

据说，这个村有几百年历史，最开
始是中山长命水村的长命百岁老人廖
善和在此定居，并开垦一丘约五亩的
土地，后来慢慢扩大。“扩大”的意思也
叫“乸”，所以村名定为大丘乸。因在中
山口音中“丘”与“姑”谐音，所以后来就
叫“大姑乸”。这个“乸”字很多人读错，
有的读“姆”字音，我们老乡读“瑙”字
音，为何读这个音我也不知。反正大
家说起这个时，都知道是指这里。

三十年过去了。曾经的大姑乸村

是九十年代初期外来工的根据地，杂、
乱、脏并存。改造后，统一规划，村名
也改了。现在整齐、干净、美丽并存。
如今，“大姑乸”三个字渐渐被人遗
忘。曾经在这里住过的外来工，有的
回家了，有的去了别的城市发展，大多
数留在了珠海。留在珠海的，大多数
人和我一样，住进了风吹不倒的好房
子里。大家在珠海安家落户，生儿育
女，将世世代代为珠海奋斗。他们有
的是公司高管，有的当了老板，身价不
菲，有的仍默默无闻为珠海贡献自己
的力量。他们大多数人和我一样，没
有做出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事迹。
我们不是钢筋，不是水泥，我们只是沙
砾，但我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奋斗，
为自己为家人为珠海贡献青春和热
血。我们见证着珠海的崛起，珠海见
证着我们的成长，而大姑乸村有我们
生命中抹不去的记忆。

我相信，所有人的记忆里，都是笑
声和眼泪并存，或许还有贫穷和卑微，
可是这贫穷与卑微中有奋斗和追求，
有勇敢和坚强。

酿 春
鸟儿叫醒整个清晨
柳芽一声不吭地长着
杏花静静地绽放
阳光跟随我肆意溜达

鸟叫 花开 人影
连起了一座公园
枯荷枯在水塘
枯 在酝酿巨大的包含万物的春

春 别
门外的冰被炉焰点燃
大雪覆盖的苍茫
露出一丝绿
春 没来得及敲门
就给了一家人惊喜

鸟还没展翅离乡
花还在凝聚更深的香
我和我的亲人
慢慢褪去身上仅有的老棉袄
给春天让路

这一切被安于地下
还数着农历
盘算着如何过好日子的二叔
看得清清楚楚
春天 已把他送远

冷月拭痕
内心没了故乡
春天就像一粒
冬眠的种子

围炉烤薯者继续
安于地下的人
悄然来到窗外
风 已吹不动老去的深冬

春 漾
大风吹走了几代人
吹不走一座满眼沧桑的村庄
以及如期到来的春天

季节就像一张平铺展开的绿毯
去年作画之人 从画中
徐徐走来 开始描幕
内心收藏的河流
以及不落的日头

常年羞而不语的村庄
衰草已青
蓄积了一冬的书声
开在香而不语的杏花里

一个人走在田头是一个春天
一群蜜蜂飞落人间是一个春天
一群人活在人间是一个春天
一条河流叫醒万物是一个春天

春风送来了请柬
绿草睁开惺忪的眼睛
花儿含羞露出笑脸
村头的大榕树下边
常会有老人们坐在那儿聊天
享受着和煦的阳光
听任春风拂面
这些老年乐啊
是村子里的一道风景线

谈预防疫情抵抗新冠
安心居家不给社会添麻烦
话养生营养和延年保健

保重身体健康就是在作贡献
回忆年少时经历的困苦艰难
感恩如今日子过得舒坦
国家富强人人有了幸福感

有人说当年战场上勇敢作战
立功的喜报送到了村里边
有人讲咱劳动积极当过模范
大红花曾经戴在胸前
回忆起往年的那些开心事
都会眯着眼睛露出笑脸
幸福没有那么复杂
幸福其实就是这样简单

幸福就是这样简单
□ 祝良新

新华社伦敦5月11日电 英超卫
冕冠军曼城11日5:1大胜主场作战
的狼队，继续以3分优势领跑英超。
已3场不胜的切尔西客场3:0击败利
兹联，意味着他们36轮过后可保住第
三的排名。

前一日出战的利物浦2:1力克阿
斯顿维拉，由此持续向曼城施压。不
过“蓝月亮”继上一轮5:0横扫纽卡斯
尔联后，11日又打出5:1的大比分，
其中中场核心德布劳内独中四元。

当日开场仅7分钟，德布劳内就
杀入禁区左脚低射远角得手。虽然狼
队第11分钟依靠反击由敦登克近距
离施射追平比分，但比利时中场5分
钟后再下一城，将狼队门将扑出的斯
特林的射门补射入网。第24分钟，德
布劳内禁区弧顶起左脚劲射，球如出
膛炮弹一般直中球门左下角。

易边再战，德布劳内第60分钟在
禁区内接福登的横传推射完成“大四

喜”。多次浪费破门良机的斯特林则最
后时刻打空门得手，将比分锁定在5:1。

倒数第二轮，曼城将南下伦敦对
阵西汉姆联，利物浦将面对主场作战
的南安普敦。与利物浦相比，曼城目
前除了领先3分，还有7个净胜球的
优势。

此前3轮2平1负的切尔西当日
客场迎战利兹联。第四分钟，芒特一
脚弧线球为“蓝军”力拔头筹。第24
分钟，主队的詹姆斯在中场飞铲科瓦
契奇直接领到红牌。人数占优的切
尔西下半场依靠普利西奇和卢卡库
的进球将比分最终定格在3:0。

这场胜利对切尔西而言颇为关
键。即便阿森纳12日能够客场拿下与
热刺的北伦敦德比，切尔西也还是可以
凭借1分的领先优势继续排名第三。
另外，莱斯特城3:0完胜诺维奇城，沃
特福德和埃弗顿0:0战平。诺维奇城
和沃特福德此前都已确定降级。 曼城队球员德布劳内为球队攻入第四粒进球后庆祝。 新华社发

新华社华盛顿5月11日电 美职
篮11日公布了2021-2022赛季最有
价值球员奖项归属，丹佛掘金队的塞尔
维亚中锋约基奇当选，这是他连续第二
年荣膺该奖项。

获此殊荣后，约基奇成了美职篮历
史上第13位连续揽获最有价值球员奖
项的球员。现役球员中，库里、勒布
朗·詹姆斯、“字母哥”安特托昆博也曾
达成这一成就。

本赛季最有价值球员的评选由全
球100名体育专栏作家和评论员选出。
排名第二的是费城76人的喀麦隆中锋
恩比德，效力于密尔沃基雄鹿队的希腊
球员“字母哥”安特托昆博位列第三。最

有价值球员评选排名前三的均为国际球
员，这在美职篮历史上尚属首次。

本赛季是27岁的约基奇登陆美职
篮第七个赛季，他场均拿下 27.1 分、
13.8个篮板、7.9个助攻、1.47个抢断和
0.85个盖帽，除助攻外，其他数据均创
个人生涯单赛季新高。本赛季他参加
74 场常规赛比赛，赛季总篮板数
（1019）和总防守篮板数（813）均排名
联盟第一；19次“三双”和66次“两双”
的数据也为赛季联盟最高。他第四次
入选全明星，连续第二年首发。此外，
他还是美职篮历史上第一个单赛季同
时拿下2000分、1000个篮板和500个
助攻的球员。

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 国际排
联日前在其官网上公布了参加2022
年世界女排联赛的球员名单，中国女
排派出袁心玥等24人出战，朱婷、张
常宁虽未入选名单，但球衣号码仍被
保留。

虽然各队球员上限为25人，但中
国队并未用满名额。不过，相较于4
月公布的新一期中国女排20人集训
名单，此番出征的队员又补充了自由
人王梦洁、副攻王文涵、接应杜清清以

及主攻仲慧。
中国女排名单如下：主攻金烨、王

云蕗、王艺竹、李盈莹、吴梦洁、王逸
凡、仲慧，副攻袁心玥、杨涵玉、高意、
王媛媛、郑益昕、王文涵，接应龚翔宇、
缪伊雯、陈佩妍、杜清清，二传刁琳宇、
蔡雅倩、丁霞，自由人王唯漪、倪非凡、
许嘉楠、王梦洁。

主教练蔡斌近期在接受新华
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世界女排联
赛中，他会有的放矢地给更多队员

出场机会，随后形成相对稳定的主
力阵容，从而把技战术打法确定下
来。

由于伤病等原因，朱婷和张常宁
均未出现在名单中，但朱婷在国家队
的2号球衣和张常宁的9号球衣仍未
被其他队员使用。

其他世界强队方面，一批老将也
淡出了本届世界女排联赛。率领巴西
队获得此前两届世界女排联赛亚军的
主攻手加比今年将不再参赛。而美国

队方面，帮助该队拿下东京奥运会金
牌的功臣拉尔森和巴奇也没有入选
名单。

根据赛程，本届世界女排联赛的
分站赛将从5月31日开始。中国队5
月31日-6月5日将在土耳其安卡拉
参赛，6月14日-6月19日转场菲律
宾奎松，6月28日-7月3日则将前往
保加利亚索菲亚比赛。决赛阶段的
比赛将在7月13日-7月17日于安卡
拉举行。

中国队出征世界女排联赛名单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