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些日子，在赤道国家新加坡的环球
影城适逢“人工降雪”，一片片“人造雪
花”纷纷扬扬从头顶飘下来，人们不论老
幼，皆欣喜若狂伸出双手，脸上满是陶
醉。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什么叫反差审
美——— 在一个四季如夏的国度，真正的冰
雪应该是永远的奢望，圣诞临近，人工制
造一场小范围的“雪花”，正好满足了人
们心里的反差审美需求。

那几天，每天早上 4 岁的孙女醒来
的第一句话就是：怎么还没下雪，都快到
圣诞节了？我告诉她，新加坡是没有下雪
的，只有在故乡桂林，在北方，才会下
雪。面对她不停地追问为什么，我简直无
言以对，只好说地球就是这么奇妙，有的
地方四季阳光普照有的地方四季白雪皑
皑，想看雪，到北方去。

孙女的话让我想起小时候的一个冰雪
片段。那时我们跟祖父在老家，半大孩子
可以跟着上山砍柴割草了。连续几天大
雪，四野一片白茫茫，地里的麦苗只露出
一丁点绿色的头，山林里的松树被雪压
弯，有的甚至压断，灌木在雪地里瑟瑟，
野草都埋在了雪底下。按理这样的天气应

该是在家里围着温暖的火塘，闲聊或者打
草鞋，不出门。我祖父人称累不死，吃完
早饭，换上草鞋，拿起镰刀便要出门。我
们几兄弟吵着要跟祖父出去。祖父说，冰
天雪地很冻很冷啵。我们不管不顾，换上
草鞋跟在祖父身后。确实冷确实冻，出门
不多久，手脚冻得通红，刺骨地痛，痛过
之后是麻木。祖父说不用怕，继续走，会
暖和的。等走到离村几里地的松林，果真
手脚渐渐地恢复了感觉。天气晴好时，村
里人多半都上山砍柴，而眼前的冰雪松林
安静得很，极少出门砍柴的人。那些被冰
雪压断的松枝成为我们最大的收获，很快
便弄得一担柴火。忙活了一阵，不仅手脚
不再冷，身上也是热乎乎的，便觉得冰雪
天气出门并非多么可怕的事，只要能坚持
不停不歇朝着既定目标走，寒冷会渐渐退
缩。

还有一个片段，那年似乎特别冷，村
边灌江里有冻死的小鱼。那天堂兄叫上我
们村里几个半大孩子，拿着稻草捆，瞒着
家里大人，跑到离村约 2 里地的一个叫
庙台子的地方。那地方紧靠着灌江，河水
在这里转了个弯，比较平缓，不过比较

深，大约两人深，平常是我们跳水游泳的
好去处。堂兄指着水底给我们看，哇，隐
约可见好多翻白的鱼，大的有半尺长，小
的有手指大，就那么一动不动地躺在水
底。堂兄很快给我们分好了工，大家轮流
下水捉鱼，没有轮到下水的就在岸上将稻
草准备好，捉鱼的人一上岸，赶紧披上衣
服烤稻草火。轮到我了，脱光衣服像其他
小伙伴一样，一个猛子扎向水底。哇，刺
骨的江水瞬间让人简直不能呼吸，而水底
那些看上去一动不动的鱼，一旦危险来
临，还是拼命挣扎的，并非那么容易捉
住。但既然下水了，总得憋住一口气捉一
条鱼。及至捉到鱼上岸，浑身疲倦，甚至
感觉不到冷。堂兄给我披上外衣，让赤裸
着正面对着稻草火烤，他说免得小鸡鸡被
冻得缩进去。回家后，每个人都被家里大人
骂得狗血淋头，有的甚至挨毛竹刷子抽。后
来在大学图书馆看到一篇小说，写三峡船
夫下水捞人，上船后没火烤身体而真的“缩
阳”，全靠一个年轻女性用身体帮他暖和过
来，这才知道我们儿时干了多么荒唐的事。
如果万一没有被稻草火烤暖和过来，小鸡
鸡真的缩进肚子里去了，岂不痛苦一辈子？

2018 年最后的日子，桂林终于下了
一丁点米雪，树枝上挂了短短的冰凌。就
这么点米雪这么点冰凌，成为微信朋友圈
的热刷。这点米雪与十年前那场冰冻灾害
相比，连小巫都算不上。那年，不堪冰雪
重负的高压输电线断裂造成大面积长时间
停电，人们生活直接受到影响。在长达几
十天的冰冻日子里，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人
和许多可歌可泣的事。我曾经跟随县乡领
导到高寒山区，那漫山遍野被冰雪压弯或
者压断的毛竹，那横倒路上的高压电杆，
那低矮的被冰雪压塌的民房……都深藏我
的记忆中。

冬天下雪，本来是季节变化的正常表
现，在不同时期不同人的眼里，就有了不同
的色彩不同的味道。孩子们喜欢能够堆雪
人打雪仗滑雪橇，农民们念叨着瑞雪兆丰
年，文人骚客会吟诵出“燕山雪花大如
席”“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
开”，一代伟人毛泽东豪迈地发出“山舞
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赞
叹。生活在南方，其实能够看到下雪的年
份不算很多，因此，关于冰雪的记忆片段，
有时候想想，还真的有几分珍贵。

冰雪片段
□蒋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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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林勇、廖杜艳：

根据广西桂林市秀峰区人民法

院(2014)秀执字第 246 号之三《协

助执行通知书》，即时起依法注销

陈 林 勇 、 廖 杜 艳 原 使 用 的

20091669-1 至 20091669-2 号房

产证和灵 014 国用(2009)第 01401

-1A-425 号土地证，并依法将该

不动产转移登记至苏运杏名下。

特此公告。

灵川县不动产登记局

2019 年 1 月 22 日

公 告
一、公司简介
深科技桂林公司，位于桂林市经济开发区秧塘园，占地 700

亩，总投资 50 .6 亿。公司专业从事智能通讯终端、消费电子产品
等研发、生产及服务的高科技国有控股企业，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
集团(CEC)旗下核心上市企业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
控股子公司。

二、招聘岗位
操作工(普工)/技术工
三、招聘要求
(一)应聘者年龄 18-35 周岁，能适应站立式和二班制工作。
(二)男女不限，初中以上文化程度。
(三)应聘者须参加公司入职前面试、测试及培训合格后录用。
(四)应聘者须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参加面试。
四、薪酬福利
(一)月总收入(含月综合底薪与其他收入)： 4000-5500 元以上
1 . 月综合底薪：试用期 2580 元/月；转正后 2680 元/月；含

以下项目：
(1)基本工资：试用期 1700 元/月，转正后 1800 元/月，计入

加班费基数；
(2)全勤津贴： 100 元/月，入职即享受，计入加班费基数；
(3)绩效奖金： 300 元/月，不计入加班费基数；
(4)学习绩效奖金： 300 元/月，不计入加班费基数(仅限在惠州

学习/培训期间享受)；
(5)伙食补贴： 180 元/月，不计入加班费基数。
2 . 其他收入
(1)夜班补贴： 520 元/月(按实际出勤计发，每次 20 元)；
(2)加班费：平时加班： 1 . 5 倍，周末加班： 2 倍，节假日加

班： 3 倍。
被桂林深科技公司正式录用的人员，需到深科技惠州公司参加

为期 5 至 7 个月的岗位技能培训，培训期间工资按本简章第四条标
准发放。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蒋先生(桂林)、沈小姐(惠州)
邮 箱： ruyueshen@kaifa.cn
联系电话： 13669558271(桂林)、 0752-2489093(惠州)
面试地址：广西桂林市秀峰区就业局一楼(西凤路 6 号)

招 聘 启 事
小律村一、三组拟建设的小律住

民安置特色街区项目已经我局初审，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要求，
现将该规划予以公示，公开征求相关
利害关系人的意见。该项目位于临桂
城区内；其他详细情况请到桂林市临
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咨询。申请人
和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如果对该规
划有异议，请以书面形式将具体意见
(署真实姓名和有效联系方式)于公示
期内送达桂林市临桂区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联系电话： 0773-5590766)。

公示期：自公示刊登日起，至顺
延满 30 日止。

公示网站：www.lingui.gov.cn
（详见公告公示栏）

桂林市临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9 年 1 月 23 日

公 示

枫林县时代广场浮雕设计方案，跟了一回潮流，走
了一把时髦：县委决定，所有的设计方案，都由全县老
百姓投票打分，县委再根据群众打分的高低公布设计方
案的“优劣”。此方案在枫林县生活网站一公布，社会
上叫好声像海浪一样一波又一波，涌进枫林县的大街小
巷……

盛璇公司的设计方案，古朴、高雅而且不失时髦，
又紧密结合枫林县的人文景观和自然风光，赢得了枫林
人的喜爱，顺顺利利地从 20 强进入了 10 强，又从 10
强进入了 5 强，最后还从 5 强进入了 3 强，形势一片
大好。

最后一个投票环节，三选一，决定时代广场浮雕设
计方案的最终结果就要出现了。

县领导召集盛璇等三家公司开会。县领导很会议很
严肃很官方地跟三家公司表态：你们三家公司的设计，
各有千秋各有特色，都是凭实力凭水平，被老百姓
“抬”进三强的，县里也很难取舍，为此，我们决定再
看看你们的综合实力，再做决定……

县里开完会议，盛璇公司马上召开董事会会议。说
是董事会议，其实就是三个大学刚毕业两年的毛头小伙
子。他们既是董事也是股东。董事长为小东，两位董事
为小钱、小陈。

小钱率先发言，什么“综合实力”？其实就是看你
关系硬不硬，钞票厚不厚，我们能侥幸从 20 强层层递
进进入 3 强，县里纯粹是做样子给老百姓看而已，其
实他们早就内定好了……

小陈接着小钱的话说，其他两家公司都是本地的公
司，虽然表面上看都跟县领导没有直接关系，但是谁能
说清楚他们四大姑八大爷个个跟县领导没有关系？这个
就叫综合实力吧。

小东挠着新理的寸头，苦笑着看着两个小伙伴，说
县里所说的“综合实力”应该不是你们所指的这面的东
西吧，现在党风政风都比过去好多了……

小钱和小陈对小东的解释不屑一顾：你呀，就是太
单纯！

牢骚归牢骚，事情总得想办法解决。用小东的话
说，盛璇公司不能让煮熟的鸭子飞了。事实是盛璇公司
的设计方案确实是技高一筹，让人耳目一新，而另外两
家公司，凭着是本地公司，在投票环节，那些亲朋好友
“不看僧面看佛面”，眼睛一闭一睁之间，就把“盛璇
公司”给忽略了，所以盛璇公司目前在票数方面只能屈
居第三。

盛璇公司商量解决的办法是把上一年的所有利润拿
出来，“综合实力”一把，而且是好钢用在刀刃上，只
送给县委书记。月黑风高夜，小钱、小陈委托小东冲锋
陷阵，临行，两人拉着小东的手：“革命如果不成功，
你就不要回来了！”

小东想想三人加班加点辛辛苦苦得来的那点利润，
忍不住热泪盈眶，一咬牙，转身走到霓虹灯下，慢慢地
消失在昏暗的街头。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过了半个月，时代广场浮雕设计方案在枫林县生活

网上公布：鉴于该公司优良的设计方案和敦实的工作作
风……经县委研究决定，时代广场浮雕设计决定采用盛
璇公司的方案。

庆功宴上，小钱、小陈、小东喝成一团醉成一团。
小钱和小陈大着舌头对小东说真金白银才是“综合实
力”……

第二天早上，小东把一张银行卡摆在小钱、小陈面
前，说你们都错了，他们两家公司送的“综合实力”，
一个是一套房子，一个是一辆宝马 X7 ，我们凑的 10
万块钱算个屁呀。小东还说其他两家公司因为“综合实
力”直接被县里拉入黑名单，在枫林县设计行业，他们
两家公司已经“ Game Over ”了。

小东告诉小钱、小陈， 10 万元他没有送给县委书
记，它一直躺在卡里。小东说，我们以前总是抱怨社会
风气不好，痛恨贪官污吏，而我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总
是想方设法去行贿以便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这个社
会，人人安分守己，个个争做合格公民，哪还有不正之
风存在的土壤和机会。

小钱和小陈信服地点点头，说净化社会风气，做合
格公民，从普通公民做起，从我做起。

小时候，我家经常迁徙，一些曾经住
过之地的物事，早已在脑海中模糊了，唯
有国营码合药材场、红专中学门前那排
树，无数次地在我眼前浮现。父亲说那叫
水杉，是他从县建设科要来的，一部分种
在码合药材场场部旁边，用以纪念药材场
的创立；一部分种在这里，用以纪念红专
中学的建成。

水杉的躯干笔直，枝叶依次向上成一
规范的圆锥体，没有一枝长，也没有一枝
短。每年春天，我看着水杉发出新芽、吐
出新叶、抽出新枝，显出勃勃生机，这些
观察对我的学习很有帮助。上学后我理解
得最快，记得最深的成语就是“生机勃
勃”和“春意盎然”，因为老师讲解时，
我就想起了红专中学门前的水杉树。水杉
树的叶片呈羽状，叶片平行地横生着，从
不交错或者是显得凌乱，也没有一叶长，

一叶短。父亲还说：水杉树的树干绝对没
有弯曲的，无论生长在什么地方，都长得
笔直挺拔，稳稳当当地扎根在地里，从不
摆出怪异的姿态招摇，就像正直的人一
样。

红专中学地处都亭山的中部。创办之
前，这里全是森林，十里之内没有人烟，
是老虎的生息地，所以这里又叫老虎山。

红专中学是土墙青瓦，六间三层。底
层是教室，中层是教师宿舍，顶层是学生
睡觉的地方，一头住女生，一头住男生，
楼梯在中间，中层有彩楼（走道）环绕四
周。这种楼，是土家族四大名楼中的走马
转角楼，显得宏伟壮观。红专中学和国营
码合药材场同时创办，是为药材场培养又
红又专的人才而办的，父亲因是卫生所的
药剂员，县里创办第二国营药材场（不久
更名码合药材场）时，被调来当杂药加工

技术员，也是红专中学的学生大队长兼辅
导员。栽种水杉在红专中学的大门前，一
是纪念红专中学的创立，二是希冀学生们
也像水杉那样正直地成长，三是用于冬天
挡风、热天遮阳。

都亭山是座奇异的山，能吃的作物
都长得慢，有时还没成熟就下霜了。就
是树木长得快，土地三年不种就自然成
林，水杉树更快，才种几年，就傲然挺
立枝繁叶茂了。我每天在树下玩耍，陪
它度过了百花争艳的春天，赤日炎炎的
夏天，红叶飘飞的秋天，白雪皑皑的冬
天。在冬天，水杉树不是雪压枝头，就
是冰霜裹身，我十分担心它们会死去。
在寒冷的天气过去后，就天天盼着它吐
出新绿，可它一点变化也没有，毫无生
气，光着身子在那里懒洋洋地耸立着，
天气逐渐转暖和了，快到百花争艳的时

节，它依然如故。我问父亲：水杉树
是不是死了？父亲看了看说：没呢！
它的叶苞快绽开了。

果然，在不久的一个夜晚，轰隆隆
的春雷一声声炸响，仿佛惊醒了沉睡的
水杉。第二天，它的枝头开始有了绿
色。一夜之间发出了新芽，再过几天抽
出了新枝，摇身一变，满树嫩绿，而且
长高了；圆锥形树冠散开像把大雨伞。
挺起胸膛，开始了吐故纳新。树冠蓬勃
向上，在早晨清新的空气中散发出淡雅
的幽香。一缕阳光从东边射来，映照在
水杉的树冠上，排列有序的水杉树成为
一道亮丽的风景。

能分清人是否正直时，我才重新认
识了水杉。一提到“精神”我首先想到
水杉树；一讲“品格”，还是想到水杉
树。

难忘的树
□覃太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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