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灵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
广西灵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筹建申请已获

中国银保监会广西监管局批准（桂银监复〔 2019 〕 203
号）。经广西灵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筹建工作小
组研究，拟定于 2019 年 7 月 10 日召开广西灵川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现将会
议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时间
2019 年 7 月 10 日（星期三），上午 9 ： 30 开始签

到， 10 ： 00 正式开会，会期半天。
二、会议地点
灵川农村合作银行 8 楼大会议室
地址：灵川县灵南路 3 号
三、参会对象

广西灵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或其委托
代理人。

四、会议主要议程
1．审议广西灵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筹建工

作报告及公司章程；
2．审议广西灵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发

展规划；
3．审议广西灵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规

章制度；
4．选举广西灵川农村商业银行第一届董事会董事及

第一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5．审议其它事项。
五、参会预先登记
1．登记手续：发起人参加会议请进行预先登记。自

然人发起人须携带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他人
参加创立大会的，受托人须携带委托人身份证、授权委
托书及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法人发起人法定代表
人/授权代表须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
章）、授权委托书（适用于授权代表）及本人身份证办
理登记手续。

2．登记截止时间： 2019 年 7 月 5 日 18 ： 00 。
3．登记地点：广西灵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筹建工作小组（灵川县灵南路 3 号灵川农村合作银行
4 楼办公室）。

六、会议出席及签到
请参加会议的发起人（股东）及其代理人或授权代

表于 2019 年 7 月 10 日上午 9 ： 20 前到达会场办理签
到手续和参加会议。

（一）自然人发起人持本人身份证办理签到手续；
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
份证办理签到手续并参加会议。

（二）法人发起人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须携带法
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授权委托书（适
用于授权代表）及本人身份证办理签到手续并参加会
议。

七、其他事项
会务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联系人：陆勇华
联系电话： 0773-6821113 18677351612

广西灵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筹建工作小组
2019 年 6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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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见一面，就喜欢上她。秀外惠中，真
诚朴实，人见人爱。她的芳名，叫张里。

其实，张里不姓“张”，姓“侗”，是
湖南通道县一个有着近千年历史的神秘侗
寨。这里与广西接壤，地处亚热带沟谷雨林
的核心区域，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青山绿
水、人勤景秀，几位文化大咖经常在耳边提
起，早就让我心驰神往。听说六月初一有活
动，便跟着他们去凑热闹。

越野车左拐右绕，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
爬行，急弯、陡坡和满眼的葱绿贯穿全程。
驾驶员直呼过瘾，我们晕得东倒西歪。其实
不算远，一上一下，美丽的张里就从厚实的
油茶林里钻了出来。

司机按响喇叭，算是向张里人民报信和
致敬；父老乡亲则穿上侗族的节日盛装，吹
起芦笙，敲响锣鼓，在进村的路口迎接远道
而来的宾客。长长短短的镜头，对准了可爱
的他们。而我却忘了拍照，跟着几位侗家大
厨来到河边。

码头上，嫂子们洗碗、洗菜、刷锅
子。最重要的是，有我爱吃的鱼腥草，当地
人称之为臭菜根，生长在山脚或山坳的阴凉
处，阔叶细根，散发着独特的香味。将其连
根带叶挖出洗净，切成小段，用酸水泡之，
就成了一道绝好的美食。巴不得别人嫌它
口味重，我可以多吃点。那几位汉子卷起

裤腿，光着膀子，把砧板搬到河中央，将
十余条七八斤一个的大草鱼逐个打鳞，开
膛破肚，去头剔骨，再将鲜嫩的鱼肉切成
薄薄的片，刀工麻利，一气呵成。我心生
疑问，弄得这么薄，是要熬成粥呢，还是
煎成渣？

朋友早已迫不及待，扔下我到寨子深处
猎奇去了。我独自慢悠悠地欣赏这个历经风
雨、古朴典雅的陌生侗寨。依山傍水的两百
多栋吊脚楼，鳞次栉比，错落有致，倒映在
雨后潮湿的石板路上。朦朦胧胧的倩影，诗
意地延伸到鼓楼前、福桥头，延伸到小河
边、古树下。

寨子中间的鼓楼，足有十一层之多，叠
压在四四方方的基座上，宽大厚实而不虚
高。从鼓楼出去，就是今天活动的主会场。
从外观看，这座建筑与侗族的吊脚楼截然不
同，是个独立的四合院，开南北东三门，具
有明显的汉族风格，这在侗族地区是很难见
到的。院子里别有洞天。前部是木质结构的
古戏台，始建于宋代，不用一钉一铆，全部
木榫镶合。两侧配置了双层厢房，应该是观
看演出的地方，只有大户人家才配得上。左
厢房的楼板上，架着一面玲珑小鼓，天光斜
照，旧时鼓乐的串串音符跳跃而来。右厢房
的地面上，立起半人高的石坛，参加活动的
妇女肩挑祭品，排队进香。

戏台的正对面，就是祭祀的三圣庙。共
有十八根擎天柱，三面土砖墙，两坡青瓦
面，与古戏台形成鲜明的对比。两者既独立
相望，又牵手相通，形成一个包容协调的整
体。院内的空坪铺满了鹅卵石，被踩磨得锃
亮锃亮的，见证着大院的厚重历史。候场演
戏的年轻女子，稚气未脱，一边接受师傅补
妆，一边伸展自拍杆，将靓彩青春定格在手
机屏幕上。

约十时许，奇特的祭祀仪式开始了。首
先准备一口家用的炒锅，找一根细长的柴火
棍横穿两个锅耳，交由两名男子抬着。一位
年长的男人穿上妇女常穿的侗装，将切好的
一大碗猪肝倒入锅中翻炒，另一名中年男子
点燃一把干竹片热锅。四个人分工合作，沿
着大院外侧绕圈，边走边烧边炒，直至将猪
肝炒熟。随后，二十多位老者身穿长袍大
褂，排成两行，表情严肃地从正门步入大
院，祭拜三圣人和土地神，同时将两片炒熟
的猪肝放入酒杯中，猪肝与酒一并吃下。随
后，全体村民按长幼顺序祭拜。祭祀时庄严
肃穆，不能出声，更不得嬉闹和虚情假意，
否则就是大不敬。这个炒肝吃肝的仪式始于
何时？其目的是祈福寿、祈安康，还是祈丰
收、祈人丁兴旺？村里的人讲不清楚，只说
祖祖辈辈都是这么弄的。我想应该都有吧，
唯愿寨子吉祥如意。

接下来该唱大戏了。那调子和唱腔分
明是汉族的戏剧，怎么在纯侗族地区唱开
了？朋友介绍说，唱的是桂剧《黄鹤楼饮
宴》，孔明三气周瑜的第一气。桂戏旋律
优美，调子柔和，自然动听，深受南部侗
族方言区欢迎。台上的诸葛亮七八十岁
了，仍然敏捷矫健，一招一式有板有眼，
着实令人钦佩。据说身上那套破旧的戏装
已传承了两百多年。

演出结束后，村里在鼓楼里、戏台上、
晒谷坪摆起长长的百家宴，全村的男女老幼
同庆吉日、共敬宾朋。除了集中炒制的菜
肴，各家各户还端上自备的酒菜。那盘酸腌
的臭菜根，刚好贴心地摆在我面前。切好的
草鱼哪去了？同桌的帅哥指着一碗灰不溜秋
的菜说，这是干挑的生鱼片，可以直接吃。
细看，没有酸水和蘸酱，红绿黄的调料将鱼
片拌透渗匀。初品，柔软香脆，口舒胃爽，
不一样的美食体验！歌声不断酒不断，酒不
醉人人自醉。热情的张里侗家人是不会轻易
放你走的，出门还得喝一杯送别酒。还好，
我这经不得劝的性情中人多少还能应付几
杯。

至今我对张里依然念念不忘，特别是酸
爽的臭菜根、干挑的生鱼片、抬着炒的猪
肝，无不让人久久回味。

张里有戏，张里有大戏。

恍然间，到了四十的年龄。如同初初的秋，燥热刚
退，寒凉未至。恰恰好的温度，少了燥气，多了沉稳。

看过太多的分分离离，经过太多的磕磕碰碰，辗转人
事，悟得通透，终把自己盘成一块润泽的玉。

且安宁，且和暖，且豁达。如同戏剧《锁麟囊》的唱
词：他教我，收余恨、免娇嗔，且自新、改性情，休恋逝
水，苦海回身，早悟兰因。

这个“他”，是岁月，亦是生活。
时光是最好的磨石，把曾经的棱角慢慢雕琢，终于活

成一株温和的草本植物。远离名利，绕开流言，放下得
失。把爱盘心间，把暖展脸庞。不浓不轻，不烈不薄，不
张不扬。

如同一缕透明的秋日阳光，明亮，清澈，带着 37℃
的体温，温暖自己，煨贴他人。

年轻的时候，喜欢鲜衣烈马，那些五彩的裳，玫红、
草绿、金黄、雪白，越是浓烈，越是迷恋。也曾喜欢夸张
的妆，睫毛要长，粉底要白，最是那唇瓣，火焰一般才
好。只怕不惊人，惹人频频回头，才高兴。也不掩瞒，任
那得意洋洋洒洒。

那样的张扬，到底是虚的。
心虚的虚。怕人群里淹没，怕单位里不拔尖，怕心上

的他，飘渺无着。
可真的要强。时时刻刻要赞美，要认同，要攀比。如

同绷紧的弓，几乎断了去。也烈性，容不得一颗沙，一个
不如意，哭得天崩地裂。

太过用力，总会反噬。得意的背面是失意。生活成了
简单的反义词，不是甜就是苦，不是白就是黑，不是爱就
是恨。总是这样极致，冰山与火海切换着，鲜花着锦，烈
火烹油。从未想过还有一种词叫中性词，温和，无害，淡
然的中性词。

悟了。悟了。
人到中年，终是懂得寻常的好。比如健康，比如家

人，比如粗茶，淡饭。
闲闲妆，淡淡容。着布衣，穿布鞋，缓缓行。读书，

写字，听乐曲；栽花，种草，赏自然。
小半生，倏然而逝。以前的以前，忙学业，忙工作，

忙家庭，忙儿女，似乎从没好好地歇一歇。
那时的那时，一截突兀的枝，长着荆棘，伸着刺，好

鲜衣，好名利，好美食。受不得半点委屈，经不得半点磕
碰。

现在呢？不了，不了。仿若湍急的水瀑卧在一弯深
潭，静水流深，无波无澜。

不再往外蹦跶，不再嫌弃母亲的唠叨。年岁越长，越
发珍惜寡淡的日常。

家门口的桐花开又落，母亲坐在树下挑挑拣拣，红豆
红，绿豆绿，一颗又一颗。日影长长，鬓角苍苍，她抚了
抚额，遥遥地说，待会给你熬豆汤。

我欢喜这样的话语，欢喜余生还有老母可依偎。
是什么时候与家人成了同根的藤本植物，缠缠绕绕，

相依相偎，有多深情就有多深爱？
陪丫头写作业。她写她的，我写我的。她写的是英

语，数学，科学；我写的是小说，散文与诗歌。
静谧无言，相视一笑。
她在，我在。都在呢。一颗心，妥妥安放。偶尔也会

涟漪四起，只因她说，妈妈，我的题目全做对了！抬眼，
轻笑，一个拥抱环住了她。

如今的她，比我高，比我聪明，却依然贪恋那小小的
鼓励与陪伴。

厨房里，他炒肉，我剥豆。顺手递给他一把勺，碎碎
地嘱咐，油要少，盐要少，味精什么的就免了吧。从什么
时候起，喜欢素食，淡淡味，轻轻香，吃在嘴里，微微
甜。

足矣，足矣。
也有伤心事。亲人病了，朋友遭难了，工作不顺心

了。
却难以波澜壮阔地疼痛了，懂得和解，懂得握手。不

消极，不厌世，以微笑，以平和，去接纳，去包容。
我信，阴雨绵绵后，阳光总在不远处。
雨夜读书，读到一句诗：
草木清供花颜/春天席地诵经
真是惊心。寻思着，趁着春雨下呀下，栽上葱，种上

韭，再来一盆香菜与辣椒，是不是也很妙？
等到那一日，韭绿葱细，厨房里的他唤一声，哎，摘

点葱，拔点蒜。
着睡衣，趿拖鞋，左手香葱，右手绿蒜，递了，递

了。
日子呀，就轻轻地生烟了，淡淡地散香了。

谁，打在我的太阳穴上？

不疼，冰凉冰凉的。

谁，落在我的肩上？

不重，轻轻的。

谁，溅在我的灰 T 恤上？

不脏，却画出了一幅水墨画。

哦，原来是雨滴呀！

小朋友，你们再找找，

雨滴还躲到哪儿去了？

闲闲妆，淡淡容
□胡曙霞

张里有戏
□吴昌仲

幼芽

雨 滴
□中华小学二年级 73 班 李洪城

家乡大布也叫土布，还叫棉布，或叫手
工布。这布是纯棉织成的，工序很多。

我的记忆里，奶奶经常帮左邻右舍做织
大布的相关事。每年开春，一些家庭主妇就
把上年产的棉花拿出来，在太阳下翻晒后，
用床单包上，或用尼龙袋装上，送到弹匠处
一弹，带籽的棉花就变成了蓬蓬的松软软的
絮花了。

趁一个下雨不能下地的天气，主妇请来
垸里其他妇女搓棉条。搓棉条就是把棉絮搓
成指头粗、长尺许的条条。男人下了大门
板，平架在堂屋。妇女们就围了门板，用一
根筷子粗的玉米秆把棉絮卷起，再用一块木
板做的搓板卷搓成条，棉条就搓好了。

下来就是纺线了。
吃完晚饭，主妇们架上纺线车，拿出棉

条，把楔子往纺线车上一套，一手摇车，一
手拿棉条往楔子上喂。一会，棉线就从棉条
中间吐出来，白白的，或粗或细。线的粗细
全靠喂棉条的手捻的轻重，捏的松紧，要想

纺的线细就捻紧些，要想纺粗些就捻松点。
那时候，我最喜欢看奶奶纺线。一盏

煤油灯搁在纺线车头前，泡一壶茶放在身
边。奶奶坐上小靠背椅，开始纺线，右手
缓缓地摇动车柄，左手随着抽出的线一前
一后扬着，张弛有度。那样子，舞蹈一
般，悠闲自得。同时，奶奶哼着民歌，和
着纺线车轴子发出的吱吱声，就成了我最
好的催眠曲。

线纺出来后，就是染线。主妇们根据布
的用途，把线拿到染行，染成各种颜色。

而后就开始浆线了，这个程序很重要。
趁有大太阳的天气，主妇们请来垸里的其他
妇女，煮好稀粥，直到成浆糊状。把染好的
线按颜色放置脸盆或脚盆之中，再把糊浆粥
倒入盆中，和线一起搅拌，让浆糊渗透到线
中。趁太阳大的时候，捞起线进行凉晒、风
干。各色线便由软变硬，富有弹性，便于织
布走线。

接下来就是牵线、盘线，上织布机了。

在奶奶的教导下，娘学会了上机。一个
长约五寸、两头尖中间鼓的梭子，拿在娘手
中，在纬线中穿梭。那梭子中间装着经线，
随着梭子的来回跑动，像只游在五彩水中的
鱼，幻化出五彩的水平面。又像一只飞行在
彩云间的小鸟，轻松自如。

要么是下雨天，要么是收工回家的空
隙，但大多时候是在晚上，娘只要有工夫，
就上机织布，织布成了她最大的乐趣。让娘
学好学精大布纺织，也成了奶奶最大心愿。
在娘织布的日子里，奶奶主动包揽了家里的
所有家务。

织大布一般分为单色和多色，单色最为
简单，要么白要么黑，或青或蓝，或红或
绿……再就是多色花布，多色条纹布。五颜
六色，明花暗花，花样繁多，大致有“红双
喜”、“双凤朝阳”、“大彩格”、“小彩
格”等式样。娘在织单色布时，一个夜晚能
织出几尺来，织彩色布也能织出尺余。

春上纺的线织成一块布，要么几个月，

要么一年，因人而异，反正主妇们都不着
急。

只要年关能用就行。
不是吗？到了腊月，主妇们把布从织布

机上取下来，要么做被面，要么做床单，或
是剪下几块几尺，给垸里或亲戚家结婚出嫁
的送去，算是送礼。剩下的就给大人小孩做
过年新衣服了，深色布做外套，浅色布做衬
衣。尽量让全家人见见新。

大布棉衬衫穿着最舒服了，柔软柔和，
冬季暖肉，夏季透气爽汗。棉布床单更是冬
暖夏爽，不伤皮肉。

前些年化纤布料上市后，什么这“凉”
啊“卡”的，还有什么“纤”啊“维”的，
把家乡大布挤到一边，无人问津。

如今，大布又俏了，城里人要“返璞
归真”，纷纷攘攘来乡下买大布。大布成
了生态产品，成了“俏媳妇”，身价百
倍。于是，家乡的织布机又叽叽喳喳欢叫
起来……

土布
□熊立功

烟雨漓江

□屈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