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寻找弃婴生父母公告
2013 年 5

月 12 日在阳朔
县高田镇天子圩
村附近捡拾女性
弃婴一名（姓名
甘慧琳），出生
日期 2013 年 4
月 16 日，身体
健康，无随身携
带物品。

请孩子的亲
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与阳
朔县民政局联系，联系电话：0773-
8822658，联系地址：阳朔县民政局。即
日起 60 日内无人认领，孩子将被依法
安置。

阳朔县民政局
2018 年 9 月 19 日

问题
序号

所在地 水源地名称 问题具体情况 整治进展情况
是否完成

整治

1 桂林市 桂林市东江水厂
一级水源保护区内存在交通穿越问

题，该桥未设置导流槽、应急池等设施。

已完成交通警示牌和宣传牌的安装。正在
编制施工图预算，本周完成预算编制和审核工
作，并上报资金申请。按计划将在 11 月 20 日
前完成整治工作。

否

2 桂林市 桂林市东江水厂
一级水源保护区内存在一客运码头，

一级保护区东江水厂取水口附近有人钓
鱼、游泳，未设置警示牌、围栏等。

按整治方案要求，桂林两江四湖旅游有限
责任公司对码头所有相关设施进行了拆除，并
于 8 月 25 日搬迁完毕。

是

生态环境部全国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督查组于 2018 年 6 月 1 日督查时发现桂林市东江水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
存在 2 个环境问题。督查组立刻“拉条挂账”，将发现问题交办桂林市人民政府，要求立即整治。现将交办问题的整治进展情情况公示
如下：

桂林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公告

桂林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 年 9 月 19 日

生态环境部全国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督查组交办问题整治进展情况

根据临政办复[2018]96 号文，关
于同意新型拉环盖项目用地的批复，将
临桂区四塘镇横山村委油塘尾村位于老
宅里(地名)一带的集体土地，东临西干
渠，南临养猪场，西临井头山，北临友
谊山，作为新型拉环盖项目建设用地使
用。目前，该地块地面附作物已清点完
毕，有关补偿标准按临政发[2015]30
号文补偿。请该项目用地范围内的坟主
于 2018 年 9 月 28 日前，带本人身份
证及农商行复印件到四塘镇人民政府办
公室完善迁坟相关手续，并于 2018 年
10 月 13 日前将坟墓迁移完毕。逾期未
迁移的坟墓将按无主坟处理，由建设单
位统一迁移。

临桂区四塘镇人民政府
2018 年 9 月 19 日

迁坟通告
（ 1）9 月 5 日 1 时，桂林叠彩区小

麻雀物流公司门口一男子喝农药自杀。
该男子年龄约 40 岁，身高 1 . 60 米，上
着短袖衬衣，下着深色运动裤。

（2）9月 13日 11时，叠彩区汽车客运
北站前一年约 50岁男子发疾病倒地，经医
院抢救无效死亡。死者身高约 170厘米，上
唇八字胡须，下巴浓密胡须，着浅蓝黑格长
袖衬衣，下着黑长裤。

（ 3）9 月 15 日 8 时，叠彩区泗洲
湾村河边小路发现一男上吊自杀。该男
年约 60 岁，身高 170 厘米，短发，左上
唇有黑痣。穿蓝色短袖圆领衫，灰长
裤，黑色运动鞋，携有一红色编织袋。

对以上有知情者请与大河派出所
联系，电话： 0773-2108231 ，周警
官，赖警官。

桂林市公安局叠彩分局
2018 年 9 月 19 日

尸源协查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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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家在荔
浦县的一个农村。跟父母姐弟妹和叔叔家住
在祖父建的三空头农家屋，由于人多所以显
得很挤。这样的情形一直到 1981 年。我记
得我们村是从 1980 年开始实行分田到户联
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 1981 年我们家就收
得很多稻谷了，加上父亲做些小生意积累了
些钱，所以就到村头新建了房子。尽管还是
三空头农家屋，但是显得很宽敞了。

我 1989 年参加工作。工作至今 29
年，已经搬了 6 次房子，由最初的 10 平米
木楼到 156 平米砖混结构的房子，可以说
生活越来越好，住房越来越宽。

记得 1989 年我毕业分配到县糖业烟酒
公司工作，被安排在与县邮电局相邻的一座
木楼三楼的一间 10 平米的房子里住。这间
房因在顶楼，房子四处漏风，老鼠经常光
顾，有时夜晚睡了老鼠来咬脚，夏天热得要
命，冬天冷得要死。最不方便的是楼上没有
厕所，小便要到一楼一间 3 平米的既当厨

房又当洗澡间的小房里，大便要到街上的饭
店厕所，远着呢。住在这样的木楼里，我们
几个刚毕业的文学爱好者还以苦为乐，在此
写作赋诗填词，还创办了一个文学社，真的
有一种既苍凉又豪情万丈的感觉。

1991 年，我从住了 2 年多的木楼搬到
了公司二门市部二楼有 40 平米的仓库住。
这是砖混结构、水泥地板的房子，老鼠虽然
少了点，但蟑螂横行，而且是床连灶、灶连
床，一煮吃满屋的油烟味，想起来真的够
呛。但感觉比木楼好多了，一是空间宽了，
二是有了厕所，晚上大小便不要跑远了。

1992 年，我从县糖业公司调到县政府

机关工作。那时县政府住房非常紧张，
所以我只好仍住原公司那间仓库房。直
到 1994 年单位有个阿姨建私房了，才将
一间 55 平米二房一厅的住房让给我。有
了一套系统完整的房子，谈恋爱也容易
成功，不久我就与现在的妻子喜结良缘
了。

第一次住上二房一厅，心情特别舒
畅。但这种喜悦的心情不久就被隔壁县劳
动服务公司宿舍的污水飞溅、臭气进屋而
冲走了。妻子说宁愿住平房，也不愿住这
种污染严重的房子。

好歹挨到 1999 年，我们在县政府大

院内访到一间 62 平米的二手房子，素装
后马上搬进去，卖掉了那套旧房子。

随着生活的改善，我们 2004 年又在
县政府大院买了一套 90 平米的三房一厅
的房子。一家三口人能住上这么宽敞舒适
的房子，感觉很幸福。

2006 年我又贷款在滨江路买了一套
四房二厅 156 平米的房子， 2009 年 5 月
装修好就搬进去住。女儿说，这个房子真
好，四面采光通风，冬天坐在阳台可以晒
太阳，最主要的是宽敞明亮。

回想工作这 29 年，我搬了 6 次房
子，而且一次比一次宽。许多人和我一样
在党的惠民政策下都圆了自己的住房梦，
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实惠，说明我们的国
家一天比一天富强，人们生活一天比一天
好。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
欢颜。”愿更多的平民百姓在党的富民政
策下，住上更宽更好的房子。

生活越来越好，住房越来越宽
□孙春俊

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

自治区成立 60 周年
征文

生在田间地头和路边的野草，一旦与人有了关
联，便易识易记，蓬勃着清新的情味儿。

淡绿或暗红的茎，对生的扁平绿叶，袖珍的黄
花，比芝麻粒儿还微小的黑子。这种野草，即使被其
他杂草遮蔽着，只露一茎一叶或一花一子，我也能立
即呼出它的名字。

幼小时，我背着筐，跟随邻家三奶奶，去玉米地
里打草。似乎是仲夏，一行行玉米秆开了花结了实，
正向着成熟的秋天生长。三奶奶黑而瘦，花白干枯的头
发，脸上手上漾满岁月吹皱的波纹，牙只剩下几颗。她
苍老而挺拔，像深秋被收去果实的玉米秸秆。一种红茎
绿叶的草，躲藏在玉米植株下，新鲜娇嫩，楚楚可人。

“马食菜。”声音沧桑而饱含温情。三奶奶蹲在筐边告诉
我草名，微笑的波纹在脸上漾动。我把这美丽的草连根
拔起，手感微凉，心中有清洌的欢喜。

野草“马食菜”，可养活马、羊、猪等牲畜，也
养活过穷人。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还没
结束，六姨、舅舅尚未出生，姥姥已经生出五个女
儿。姥爷在外工作，姥姥负责地里的农活，太姥姥在
家守灶台带孩子。那么多张嘴，偏偏粮食奇缺。我母
亲排行老二，比起同龄人，个子高力气大，因为穷困
辍学时还不满十岁。野草生长的季节，母亲每天背着
筐在野外寻觅。多年后，母亲感慨，那时候马食菜真
多啊，似乎就是来救人的，那么多人挖，竟挖不绝。
太姥姥把母亲打回的马食菜洗净、焯水、剁碎、攥
团，裹上薄薄一层玉米面，放在大锅里的箅子上蒸
熟。根据劳动强度和个头大小，太姥姥把菜团子数着
数儿分给一家人，分到最后，常常少了自己的。

沧海桑田，生活改善。我十岁时，家里的老宅卖
了，再也没养过猪。搬进新房大院，我再没去地里打
过猪草。院子里种黄瓜种花草，院墙外种一大片蔬
菜。花草蔬菜间，这一丛那一簇，蓬勃着马食菜。母
亲偶尔掐几把，做给我们吃。

富足年代，以马食菜为代表的野草为什么还偶尔
做客乡村儿女的餐桌？用“忆苦思甜”作为答案，恐
怕太过于轻描淡写。焯水后的马食菜，完全失了长在
土地上的光鲜，瘪塌塌的，颜色暗得发黑，凉拌，做
馅，摊坨子，蒸菜团子，味道儿都略带着酸。对我们
这些饱食无忧的孩子来说，马食菜实在不是什么美
味。我从母亲絮叨的往事中知道了它们曾与人的性命
休戚相关，虔敬之意才野草一样从心底生发出来。

一年盛夏，母亲冒着酷暑，虔诚地掐了一大盆鲜
嫩的马食菜，端到水池边洗了一遍又一遍。母亲要请
客。待客的餐桌上没有山珍海味，连鸡鸭鱼肉都没
有，马食菜是主角，菜是凉拌马食菜，主食是马食菜
饺子。那是热情好客的母亲最清简又最用心的一次宴
客。客人是四姨父，四姨来作陪。四姨父那时在食品
公司上班，每天杀猪卖肉，吃饭没个准点儿，患了慢
性胃病。母亲不知从哪里打听来的偏方，说马食菜可
以治胃病。

工作后，读到一篇短文《马齿苋》，才知道“马
食菜”是我家乡人对“马齿苋”的俗称。马齿苋“能
当菜，又能治病”，短文中只提到一句。我的好奇心
却如雨后马齿苋一般，焕发出无限生机。更多的文
字，借助时光的土壤，和我亲历亲闻的往事衔接起
来，让记忆的叶子有了历史的根茎。

宋代苏颂《本草图经》记载：“马齿苋，又名五
行草，以其叶青，梗赤，花黄，根白，子黑也。”远
古洪荒时，五行大师和坐骑神马化人形降落久旱人饥
的灾荒之地。大师从神马嘴里敲下一颗带血的牙齿，
挖坑埋好，默念咒语后化风而去。埋马牙处随后生出
野菜来，白根，红梗，绿叶，开黄花结黑子，越长越
繁盛，救了饥民。因野菜有五色，是五行大师所赐，
被救的人们称其为“五行草”；为纪念献出牙齿的神
马，又称其“马齿苋”；因野菜久晒不死，耐旱耐
涝，生命力极强，又叫它长寿菜。

马齿苋得名的传说，虽是现实的土地腾升到空中
的云朵，但毕竟带着神秘的仙气。记载才是雨，实实
在在落在人眼底心上，润泽可信。关于马齿苋，明代
医学家兰茂在《滇南本草》中写道：“益气，消暑
热，宽中下气，润肠，消积滞，杀虫，疗疮红肿疼
痛。”唐代医学家陈藏在《本草拾遗》中写道：“人
久食之，消炎止血，解热排毒；防痢疾，治胃疡。”
历年各地本草类书籍，记载马齿苋功效之多，难以列
数清楚。

马齿苋穿越历史的长路繁茂至今，在杂草中能被
我和众人一眼识得，瞬间唤出名字，绝不仅仅因为它
肥厚鲜嫩的茎叶与众不同，更多的原因，是它扎根的
时光厚土，积淀着追溯不尽的人情肥。

人情草
□王继颖

纸张，对于现代的人们来说，是极其普
通而廉价的物品，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而对于笔者来说，对于纸张却存在着一
种几乎与生俱来的亲切与珍爱的感情。这种
感情镌刻于骨髓，铭记于心灵，溶解于血
液。谈及这种感情的由来，追本溯源，并非
现代人的环保理念，而是本人幼时的家境及
求学的艰难。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踏进小学门
槛。那时的农村经济条件贫穷落后。用当
时村民的话来描述：“地瓜干是主粮，鸡
腚眼子是银行。”人们的主食是地瓜面做
成的黑乎乎的、一吃粘牙的饼子。日常油
盐酱醋生活用品和笔墨纸张学习用品都要
用卖鸡蛋的钱购买或直接兑换。当时的作
业本四五分钱一本，三十二开大小，二三

十页，封皮上大多印着样板戏主角的画
像：洪常青紧握垂着红缨的手枪，李铁梅
右手高举红灯……纸张颜色发黄，正面光
滑、平整，反面粗糙，如癞蛤蟆皮，有时
可见稻草或麦秸秆的碎屑。当时一斤鸡蛋
国家牌价六角八分钱，一个鸡蛋的价格几
乎等同于一本作业本，所以当时的作业本
大多不是用零钞买的，而是直接用鸡蛋换
来的。手里握着母鸡刚下的热乎乎的鸡
蛋，屁颠屁颠地跑到村办供销社去换一本
崭新的本子，用鼻子嗅着纸张散发的浅淡
草香味，也有一番些许的陶醉。

为了节省纸张，大多数学童都备有石
板、石笔。石板实际上是一块微型黑板，
比 A4 纸要大一些，厚度不足半厘米，四周
镶有木质框架。石笔比筷子细，长度与粉

笔差不多，字迹呈现白色，笔画纤细，
经久耐用。在石笔落于石板的哒哒碰撞
声犹如打击乐的伴奏中，知识的甘露滋
润着懵懂混沌的心田，开始了我的启蒙
教育。

随着年龄长大，年纪递增，课业负担
的增加，作业本的消耗量也随之增大。母
亲买来整张大纸，剪裁成十六开或三十二
开大小，摞整齐，用锥子在纸张上端穿
眼，再用线缝上。然后，我在每张纸上用
直尺和铅笔横着画上等距线条，这样作业
本就大功告成了。作业本，尤其是购买的
作业本，都是用了正面用反面，即使写得
错字、错题连篇，也不舍得撕掉一张纸。
假如字迹墨水洇到背面，便有些不舍地做
演算纸使用。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由当初一个学
子到如今的知天命之年，也算得上历经沧
桑，但是我一直保持着爱惜纸张的习惯。
无论什么书本，从不撕下一张纸或纸条。
在我眼里，书本是一个生命体，撕去一张
就破坏了她的完整性，就如同撕裂我的肌
肤一样，这种感情非常人可以理解。

如今我经常买书，却极少买本子。
因为儿子上学未写完的作业本、过期作
废的打印资料的背面都可以为我所用，
或工整书写，或信手涂鸦。一张纸的正
反两面都满载了文字或数字构成的信
息，才算是充分发挥了物尽其用的价
值。虽然经济条件与儿时相比天壤之
别，但惜纸如金的这种感情历久弥新，
没齿难忘。

惜纸如金
□雨凡

珠联璧合 汤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