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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南高新区（南区）热电联产项目（一期）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有关规定，重庆市泰盛纸业有限

公司委托南京国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潼南高新区（南区）热电联产项目（一期）”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目前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初稿已完成，为充分了解社会各界对该项目建设的意见，根据《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有关规定，现向公众公开本项目环境评价的有关信息。

（一）公众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方式 公众可通过以下网址：http://gyy.cqtn.gov.cn查
看 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众也可通过联系建设单位借阅本项目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主要为项目地周边区域居民及其他利益相关者。
（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及期限 公众可在公示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通过如下网站获取公众意见表

（http://gyy.cqtn.gov.cn），也可通过电话、信函、电子邮件或直接到建设单位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提交意见或
咨询有关情况。联系方式如下：

建设单位的名称：重庆市泰盛纸业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潼南区梓潼街道办事处创业大道88号
联 系 人：吴厂长 联系电话：15123038816 E-mail:wucg@taison.cn

公示单位：重庆市泰盛纸业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4日

竞争性谈判公告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将开展废旧蓄电池处置

竞争性谈判活动，年度估算处置各型号蓄电池约1500
个。请具有相关资质并有意参与的单位，在2019年4月
30日16:00前携营业执照、相应资质及法人委托书等原
件并提供盖鲜章复印件，到我司316室报名。
联系人：方老师；联系电话：62550068
报名地址：重庆市巴南区汇南一路6号（外河坪公交枢纽站）

遗失甯消消客、货两用资格证 500228198408094138 声明作废。炬盟公司渝 B6A228 营运证
500110068679遗失。全富公司渝D8213挂营运证500110079023遗失。重庆交运汽车租赁有限公
司 渝 DV0903 营 运 证 500108035864 渝 D9E830 营 运 证 500108035858 渝 D5R823 营 运 证
500108034062遗失作废。鼎泰公司渝BN6955营运证500222049789遗失，朗鸿公司渝BS5050营
运证500222028285渝BL9730营运证500222077879渝BJ8530营运证500222089870渝BS5319
营运证500222019979遗失。高宇公司渝BR6520营运证遗失。遗失重庆奔速物流有限公司道路运
输经营许可证 500112007741 作废。遗失重庆豪帅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公章壹枚，编号
500110100176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苏渝运输有限责任公司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500108000179作
废。运联公司渝A3F038营运证500108011737遗失作废。重庆交太商贸有限公司渝D50051营运
证500110103894遗失。一帆公司渝D77589营运证500110081636遗失。永盛公司渝B2921挂营
运证500110037271遗失。龙凤呈祥公司渝BU2826营运证500222077824遗失作废。骏豪万盛分
公司渝 BR0296 营运证 500110063334 遗失。重庆龙胜物流有限公司渝 D22850 营运证
500110094528遗失 。重庆奔峰物流有公司渝B8859挂营运证500110026473遗失作废。忠源公司
渝BX3687营运证遗失。康鸿公司渝A93618营运证500222037697遗失。阅宇公司渝D63538营运证
500110105244 遗 失 作 废 。 禄 明 公 司 渝 D34816 营 运 证 500108041385 渝 D75001 营 运 证
500108041386遗失。宏锦公司渝D5860挂营运证500110073062遗失作废。重庆龙光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渝A579X5营运证500106018330已与公司失去联系，现申请将该车辆营运证遗失作废，特此公告！
长江航运公安局重庆分局遗失《当场处罚罚款收据》15
本，编号如下:00220151至00220175、00220276至
00220300、00220601 至 00220625、00221001 至
00221025、00221151 至 00221175、00221751 至
00221800、00221851 至 00221875、00225801 至
00225825、00226426 至 00226475、00226601 至
00226625、00226701 至 00226725、00226751 至
00226775、00227476至00227500作废

遗失声明
何燕遗失西南大学网络与继续

教育学院颁发的毕业证书，证书编
号：106357201206003311，专业名
称：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沙坪坝五交化有限公司销售分公司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61900417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沙坪坝五交化有限公司五交化批发部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61901097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沙坪坝五交化有限公司标准件经营部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61901096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沙坪坝五交化有限公司惠通经营部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61901093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沙坪坝五交化有限公司建筑装饰第二经营
部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61900415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沙坪坝五交化有限公司建材分公司营业执
照正本，注册号5001061900414声明作废

重庆市合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告
重庆天人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1 月 6 日胡世林（公民身份号码：
512301196702118137）向本机关提交以你单位为用人
单位的他本人的工伤认定申请。申请材料显示：2018
年8月3日下午胡世林在你单位承包的重庆融联盛项目
一标段二期外檐一体化施工工程27号楼底楼刷漆时不
慎从木凳上摔下致头部、胸部、腰部受伤。本机关于
2019年4月9日依法受理该工伤认定申请，作出了《工
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合川人社伤险受字〔2019〕
247号）以及《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合川人社伤
险举字〔2019〕41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工伤认定
申请受理决定书》（合川人社伤险受字〔2019〕247号）以
及《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合川人社伤险举字
〔2019〕41号），请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前来重
庆市合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地址：重庆市合川
区南津街江城大道236号）领取，逾期视为送达。提出
举证的期限为送达之日起15日内，逾期不提供举证材
料的，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特此公告。
重庆市合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9年4月24日

通知
张华荣（身份证号51022219630227****）二级

建造师注册证书编号：00052238，刘睿（身份证号
51020219751021****）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编
号：01033132，请尽快与本公司联系，我司将申请
注销你在我公司的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

重庆桥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寻人启事
雷 华 君 ， 男 ， 身 份 证 号

51101119790209****，现公司需将其二级建
造师注销注册，请速与重庆龙珠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联系，电话18523437025 。

400-023-4023
13808190233

销售
电话

DIPU 帝普 火王
（注册号：13720343） （注册号：7914302）

帝普油烟机、帝普燃气
灶、帝普热水器、火王洗碗机、
火王豆浆机全国销售！

重庆市潼南区钦豪厨卫经营部

关于限期停止侵占我司土地、房屋的通知
[2019]01号

为加强公司管理，我司组织对南岸区南山街道、巴南区南泉
街道范围内的厂区土地和房屋清理维权，现通知侵占我司土
地、房屋的单位和个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限期搬离我司土地、
房屋。具体内容如下：
一、涉及范围：1、位于南岸区南山街道老龙洞，房地籍号为

“NA72-1-320”，面积为64200㎡的土地及地面建筑物。2、位
于南岸区南山街道泉山村，房地籍号为“NA72-1-143”，面积
为125015㎡的土地及地面建筑物。3、位于巴南区南泉街道红
旗村，房地证号为“202房地证2008字25072”，面积为717056㎡的土地及地面建筑物。
二、搬离期限：2019年5月9日前停止不法侵占并搬离腾空；
三、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若在我司土地、房屋内人员对本通知有
异议，可在搬离期限内向我司提出意见并提供相关书面材料。
若当事人没有在搬离期限内提出意见，我司将认为上述土地、
房屋内的侵占行为已经停止，并且相关人员已经搬离腾空私人
物品。我司在不另行通知的条件下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收回我
司的土地、房屋。场地及房屋内的一切物品将被视为无主物质
由我司进行处置。同时对于恶意阻挠我司行使物权的不法侵
害人，我司将追究全部法律责任，由此所发生的一切费用概由
不法侵害人承担，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同时，我司
保留就不法侵害人因侵权行为给我司造成或可能造成的任何
损害，采取一切法律手段予以进一步追究的权利。

重庆拉法基水泥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公司联系人：张德先 联系电话：18166593983

注销公告：经重庆端端淡水鱼养殖专业合作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24MA5U611W7P）
成员大会决议，本社拟将注销。根据《农民专业合
作社法》规定，请债权人在本公告登报之日起45日
之内向本社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铜梁区青山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
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245540989278）成员大
会决议，本社拟将注销。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
定，请债权人在本公告登报之日起45日之内向本社清
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重庆建发运输有限公司綦江分公司渝BH1980渝BR2780
渝BL1850我公司长期与你无法联系，车辆未缴纳税费及保
险，未参加技术检测及年检，未交回行驶证，牌照，营运证，存
在安全隐患，请以上车主在公告3日内与公司联系，逾期不
联系按自动与我公司解除挂靠合同关系处理，并向车管所申
请牌证公告作废及向运管所申请营运证作废，后果自负！

邬前河（身份证511224197408298619），因
原太平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一级注册建造师
（注册号新 150141410646 编号 00372592）
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麟赚翻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中帝都支
行的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30079886701， （ 账 号 ：
3101130104000878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颂晧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500115MA5URAHD2P）股东决
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
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
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重庆元皓园林有限公司遗失重庆农

村商业银行南岸江南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 准 号 ：J6530020149607，账 号 ：
060803012001000479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方舆旅游开发有限公司2019
年4月22日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定解散，按照
《公司法》一百八十五条之规定，请债权人在本公
告刊登之日起四十五日之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办理债务清偿或债务担保事宜。联系人：王许丽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市彭浩节能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3日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定解散，按
照《公司法》一百八十五条之规定，请债权人在本公
告刊登之日起四十五日之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办
理债务清偿或债务担保事宜。联系人：石淑兰

遗失高玉霞、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荣昌支行股权出质设立登
记通知书，（荣工商）股质登记设字【2016】第007587号，特此声明
遗失张力彬、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荣昌支行股权出质设立登
记通知书，（荣工商）股质登记设字【2016】第007605号，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经重庆典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226MA600QT62T）股东会决
议，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
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
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9年4月24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煜力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5UP2996X）股
东会决议，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
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
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9年4月24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渝九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YU8FY6G）股东会
决议，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
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
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9年4月24日

彭南川遗失恒大永君房地产开发
有 限 公 司 开 具 的 收 据 编 号
htd0017614金额15632.64元，编
号 htd0017704 金额 6976.5 元以
上收据声明作废
遗失渝北区吾食塘餐饮店通用机打卷式
发 票 代码 150001720410 号码 03072049、
03072050、 03136467、 03136468、
14243700、14246802，代码 150001920410
号码03036990-03037000作废

遗失渝北区宝圣湖街道吾食塘老火锅店通用机打
卷式发票代码150001720410号码03084471、
14243742、14243755，代码150001920410号码
03063091-03063100作废

●遗失声明，邓春遗失有害生物防制员五级资质
证书，证书编号：1431001187500082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巴博广告有限公司印章证明作废●遗失南岸区香巴柒崽串串香火锅发票领购
簿，识别号500384198608032819声明作废●重庆慧开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失2017年5月23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MA5ULCR61H声明作废●华泰保险交强险保单流水号1110073571、
1110074325客户联遗失，申请登报作废●遗失王竹青子女陈梓琳出生医学证明编号N500085910作废●遗失吴丹《出生医学证明》编号A500157873声明作废●遗失陈芳妍出生医学证明，编号J500069026声明作废●郑天才税务登记证正本510231196809030515遗失●重庆速果科贸有限公司（税号915001083396584269）遗失通用手
工发票（三联百元版）25份，号码06057101-06057125，声明作废●遗失袁勇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13602840425作废●遗失四川金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临时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税号5110021973031103180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玖林候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000MA5UNALP45）股东会决议，拟
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
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
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9年4月24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利姿凤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6MA5U3BPF1L）股东研究决定，本公司
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
请债权人到本公司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利姿凤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4日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决定，拟将注销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为 91500105MA5U5TEGXN的
重庆潮尚商贸有限公司，请债权债务人于45
日内到我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潮尚商贸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4日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91500105MA5U7Y9U7X的重庆奥
达斯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请债权债务人于45日内
到我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奥达斯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4日

重庆光银汽车运输公司渝BL0808渝DC6971；光银长寿分
公司渝BF8670渝DC3625渝BF8663；重庆森勃汽车运输
公 司 渝 BS7089 渝 BS9560 渝 BS7010 渝 BR0025 渝
BU1510渝BU5072渝BU1760；森勃分公司渝BT0791；聚
佳汽车运输公司綦江分公司渝BG6956以上车辆与公司失
去联系，经多方寻找未果，该批车辆多年未参加年度检验及
保险，未交回行驶证，营运证，牌照，登记证书，请车主见报之
日三日内与公司联系，自登报起该车牌证公告作废并注销营
运资质，产生的一切后果由实际车主自行承担。同时上述行
为已构成违约，现告知挂靠实际车主在见报后十日内与我司
联系，逾期则双方签订的车辆挂靠合同自动解除，对应车辆
将做灭失处理，并注销，该车产生的交通事故和法律责任等
一切后果由实际车主自行承担！ 重庆市綦江区发家致富汽
车运输有限公司渝D99843由于你违反合同约定，未按时足
额归还借款，现我司正式告知你务必于本告知函发出之日起
15日内与我公司联系，否则我司可以单方委托评估机构，以
评估价格处置该车辆用于冲抵欠费。逾期办理产生的一切
后果由你自行负责。联系电话02367520778。上航物流公司
渝BR2587营运证500110013073遗失作废。易政物流公司
渝D7692G营运证号500222075913遗失。全有永华国际物
流公司渝BP2738营运证500105010458遗失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怡晏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500108MA60499P6K）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
将注册资本从3680万元减少到100万元。根据《公司法》
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
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特此公告 2019年4月24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华旭实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75905226259）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
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减少到200万元。根据《公司法》规
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
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特此公告 2019年4月24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四正汽车用品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8MA5UDAEK42）股东会决
议，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
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
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9年4月24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千同福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UQF8M76）股
东决定，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
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
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9年4月24日
●重庆建巢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失2016.06.24核发营业执照正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U6KLR5F,声明作废●重庆建巢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工行渝北黄山大道
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65027601 账号:
3100166209100024402，声明作废
声明：重庆葛玛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渝中区分公
司遗失2008-02-13成立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 50003300013796；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500103671031844；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副本:代码号671031844，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湖洲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离职员工马雪二级建造师注册
证书，建筑工程专业证书编号
00440569；建造师职业印章编码
渝213111120644，声明作废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遗
失单证：福州品寿司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重庆
分公司保单，保单号GP18002034749755；
重庆安琪儿妇产医院有限公司保单，保单号
GP18002034747314，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市章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4MA5YR5H81Q）股东会
决定，现将注册资本从500万元减至30万元整。
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天内，请相关
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邹仕康水稻种植场（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1086349050B）投资人
决定拟将注销,根据《个人独资企业法》的有关规
定,请债权人在登报之日起60日之内，到本企业
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蒲燕鞋类经营部（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1599219294T）投资人决
定拟将注销,根据《个人独资企业法》的有关规定,
请债权人在登报之日起60日之内，到本企业办理
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遗失2017.8.24日核发的黔江区冰葵食品经营部个体户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14MA5URA0Q0T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哈莰商贸有限公司公章壹枚（编号5001087011394）、财
务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087011395）声明作废●卢攀建筑起重机械司机T证渝A042016034863遗失作废●遗失重庆到家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专用
收据，收据编号：NO.0016894声明作废●钟承梅建筑起重机械司机s证渝A042014027208遗失作废●重庆轩恒建材有限公司销售分公司遗失农商行沙坪坝支行红槽房分理处
开户许可证账号0301100120010003868核准号J6530041013001作废●重庆黄金湾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国地税税务登记证
副本（渝税字500108590538811号）声明作废。●胡丽娜身份证(证号500103198311110020)
于2019年4月10日遗失，声明作废● 遗 失 重 庆 玖 砼 固 不 锈 钢 制 品 有 限 公 司（税 号
91500108352779599H）报税盘，编号662504906378，声明作废●李莹购买时代都汇公寓A08地块2栋12-3的代收费收据遗失，金
额15928元。房款收据遗失，金额406690元。现登报作废。●重庆君贸钢材有限公司遗失已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和发票
联）1份，发票代码5000184130，号码06988561，已盖发票专用章。●遗失重庆玖品玖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永川区分公司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遗 失 重 庆 爵 态 商 贸 有 限 公 司（税 号
91500108057795967E）发票领购簿 ，声明作废● 遗 失 重 庆 阿 里 讯 科 技 有 限 公 司（税 号
91500108MA5URAYH3L）发票领购簿，声明作废●文保安渝BZ1678营运证500115045864遗失作废●合川区礼和商务宾馆遗失通用机打卷式发票，发票代码
150001920410发票号码00354201-00354300声明作废●重庆鑫鑫门业有限公司（税号500104202992853）遗
失金税盘：盘号661554873362，声明作废●遗失文银秀营业执照正副本92500107MA5YT8NM3T作废●遗失重庆师范大学2017级康雪学生证2017110503021作废●重庆信康百标餐饮文化有限公司遗失农商行沙坪坝支行杨公桥分理处开
户许可证账号0301070120010003914核准号J6530073416101作废●重庆满嘟啦制冷设备有限公司遗失民生银行加州支行开户许可
证，账号1108014210006339核准号J6530017036102声明作废●遗失南岸区永盛建材经营部国地税税务登记
证副本，税号500108L75656306，声明作废●遗失余根伟营业执照正副本92500107MA5XWY740N作废●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渝BX1198
道路运输证500109012281遗失作废

遗 失 公 告

●遗失重庆拓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财务
专用章500107000087046，声明作废。●蔡山平安展业证02000150010680020180800678遗失作废●遗失李冰冰西南大学毕业证书：65500100133220518作废●遗失钟贵东保险执业证02000150011680120161201396作废●张丽洁遗失融创滨江壹号收据
0003768，金额14万一张，声明作废●遗失刘小兰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02015139153作废●遗失大渡口区米修米修餐馆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许可证编号：JY25001040044278声明作废●遗失声明：遗失重庆新能进出口有限公
司印章刻制、查询、缴销证明，声明作废●遗失重庆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蒋军一级注册建造
师执业印章，编号:渝150060803065（00），声明作废●重庆中实梵城实业有限公司于2017年1月5日
遗失公章（编号5003834031662），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永川区德秀预制件厂税务登
记证副本500118339617683作废●遗失2015.11.11发重庆市万州区众城电动车经营部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157718430XK作废●重庆雯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工行璧山支行文风路分理处开户许可
证账号3100093209200035289核准号J6530081039901声明作废●遗失渝北区胡越聚餐饮店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税号500230198703016871，声明作废●遗失陈思施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00104MA5U9A0P4T；遗失发票领购簿，声明作废●重庆市红树林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的机构信用
代码证 (G1050011101031770G)见报前巳遗失。

勃朗特三姐妹的家住在英格兰约克郡
布拉福德西北部的霍沃斯小镇。

哦，那属于北英格兰，寒冷又坚硬的北
方。像一块被冻得僵硬的面包，只能用幻想
去切开它。去那里，我觉得是携了一万只乌
鸦同行，那些披着黑斗篷的鸟似乎比你更早
到达那里。从山下往上望，黑色的云像高空
里移动的森林，而黑色的森林像一大片飞起
来的乌鸦。

到达已是下午时光，太阳懒洋洋地把少
得可怜的桔色光亮，打在一幢幢建于十七八
世纪乔治王朝的石头房舍上。小镇的格局
与建筑除了古老，乏善可陈。无数到这里朝
拜的访客都曾毫不留情地指出它如何缺乏
美感，平庸、古板，甚至就是英伦小镇中的垃
圾。很多人都难以理解：剑桥圣约翰毕业的
帕特里克·勃朗特，即三姐妹的父亲，为何要
把家人带向这片寒风凛冽的闭塞荒凉之地，
仅仅因为他是圣公会的穷牧师？

走在小镇的石头窄巷和石头砌成的步
道上，我的眼前却被一道闪电照亮，那是英
国另一位女作家墨黑色的身影，梦呓似的，
在石头与石头的缝隙间飘荡……弗吉尼亚·
伍尔芙曾在暴风雪扫荡霍沃斯的时候从伦
敦千里迢迢而来。她像她气场强大的作品
似的坚定说：“等待天气晴好是对霍沃斯的
亵渎，亦是懦弱。”并一针见血地指出：“霍沃
斯表达了勃朗特；勃朗特表达了霍沃斯。”作
家与故乡便是土地和花朵的关系。土地只
是沉默的提供者，它承受着任何花朵——高
贵、贱，脆弱或顽强的生命对它索求或抛弃。

走过石头教堂和据说是勃朗特三姐妹
短暂读过书的石头房子学校，终于抵达了三
姐妹的家——一幢两层楼的青砖白格窗房
子。墙外站着的大树遮天蔽日，成卷曲状的
枝叶似乎一分钟前正在酝酿一场风暴的诞
生，一分钟后风暴已袭来，哗啦啦地在摇动
着小楼。小楼的色彩更加暗沉，如夏洛蒂描
写的“简爱”穿着的那种简朴的裙衫。

这样一座即使在北英格兰都显得寒碜
的房子里，却住着世界上最著名的文学家
庭：三位勃朗特姓氏的作家姐妹，夏洛蒂、艾
米莉、安妮，三颗英国文学史上耀眼的星辰，
在北英格兰的天际横空出世。尤其是夏洛
蒂的《简爱》，艾米莉的《呼啸山庄》都堪称登
峰造极之作，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丰碑。最小
的妹妹安妮名气虽不及两位姐姐，但她的小
说《艾格妮斯·格雷》《女房客》也在英国广为
流传。对我而言，《简爱》与《呼啸山庄》都曾
是情感成长的教科书，让我懂得了爱的尊严
与爱的绝望。

不知是否因为是下午，参观者甚少，售
票兼管理员——一位化着浓妆戴着珍珠项
链的女士，穿着细高跟鞋、抄着手，在勃家
绿草如茵的院子里踱着步。噗噗噗，尖锐

的鞋跟擦过六月的草，像一把镰刀在割断
我的思绪。要不，真有那么一瞬，我觉得三
姐妹各自站在门楣边或二楼的白格窗后
面，正静悄悄地拿眼在观察着我们这几个
中国女人。

故居里不让拍照。我细细看过一楼家
人共享的餐厅，却也是三姐妹用于写作的地
方。这里光线暗淡，桌椅简陋，贫瘠的物质
像被洪水掠夺过的河床，捉襟见肘历历在
目。但站在那里，我仿佛又听到一阵阵愉快
又克制的笑声，一家人之间的。他们总是小
声又激动地谈论着在外人听来莫名其妙的
东西——诗歌、绘画、风景与宗教……他们
或者在讨论三姐妹的诗歌，或者在欣赏唯一
兄弟布兰韦尔的画作。他绘画上的天赋总
在他不烂酒时艳光乍现。蜡烛被黑暗深处
伸出的一只手点亮的时候，他们谈兴正浓。
温暖的光是比寒冽的风和贫穷更强悍的东
西，它像上帝眼神柔和的双眸，看着这家人
的岁月流逝，当然也包括了苦痛和绝望……

对了，那个静默地蹲在角落的小橡木
凳，便是给了伍尔芙极大激动的艾米莉的遗
物。那是被艾米莉的体温与荒原双倍浸润
过的木凳，她曾带着它仿若牵了一匹马去荒
原游荡，构思她的凯瑟琳与希刺克厉夫的爱
与战斗。一张沙发如同一道沟壑横在那
里。那是艾米莉去世时躺过的沙发。想象
一下她的挣扎、呕心沥血的痛，从肉体到精
神上的，以及像冰河一般被凝固的绝望……
一息游丝尚存的她有如何的不甘？她才30
岁，未婚，还没来得及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
爱。但她把自己隐秘而热忱的情感献给了
自己唯一的作品《呼啸山庄》，把勤劳献给家
庭，把静默留给自己。

艾米莉可谓世界文学的斯芬克斯之
谜。一个从没谈过恋爱的人，却写出了这世
上惊天动地的爱恨交织，人性在爱的战争中
的沦陷与救赎。她是怎么办到的？关键的
是她在哪里遭遇过希刺克厉夫？一个在她
之前文学史上从没出现过的人物：坏得透顶
又绝望透顶的深情之人。她人生的现实版
图最远便是与姐姐夏洛蒂去过比利时的布
鲁塞尔，在那里她们有过短暂的学习时光。
布鲁塞尔已是她足迹的天涯海角。在那里
什么也没发生过。然而，谁也无法想象她精
神的版图拓展到何处？就像我们读到《呼啸
山庄》的结尾是那样的意外：“我在那温和的
天空下，在三块墓碑前流连；望着飞蛾在石
楠丛和兰铃花中扑飞，听到柔风在草间吹
动，我纳闷有谁能想象得出在那平静的土地
下面的长眠者竟会有不平静的睡眠。”这个
结尾也堪称世界文学的经典。疾风骤雨的
爱恨撕裂之后，一切变得风轻云淡，或许唯
有这样的淡然才能安慰凄凉人生。就像这
里每至八月，紫色的石楠花会开遍整个霍沃

斯荒原。那是比普罗旺斯熏衣草更撩人心
旌的花朵。它看上去娇弱，细碎，亦平庸。
但当它占领荒原的每一寸泥土时，便会淹没
你的灵魂。而艾米莉小说男主角希刺克厉
夫名字的含义便是石楠花盛开的荒原。她
就这么任性，“暴力”地强加给读者她撕心裂
肺的爱与憎。

二楼夏洛蒂房间里最打动我的，是陈列
着她穿过的几双鞋子与一条深咖啡色的连
衣裙。隔着玻璃，我清晰可见那出自女作家
亲手缝制的一道道细密针脚，感受到这些鞋
衣的体温，以及它们伴随女作家行走荒野
时，寒风如何鼓动起这布质裙衣，让它们像
鸟翼般飞舞。

夏洛蒂的鞋履和衣衫也曾让伍尔芙感
叹不已。她写道：“照理说，这些物品的天
然命运本应是在穿它的人去世之前就损坏
了，但是因为它们，虽然微不足道却幸存下
来，夏洛蒂·勃朗特就活了，活得使人忘记
了她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她的鞋履和轻薄
的裙衫比主人长寿。”伍尔芙真是洞察秋
毫：作家夏洛蒂像一尊神，远在天边，供我
们景仰；女人、甚至是永远女孩的夏洛蒂，
如同我们脆弱的姐妹，在我们跟前哀叹，为
生存操碎了心。

夏洛蒂是姐妹中唯一结了婚的，与一位
她父亲极不喜欢的穷牧师。他们应该很相
爱，爱得极其安静的那种。因为夏洛蒂之死
便源于他们一道跋山涉水、兴致勃勃地去看
山涧里一座瀑布。回途中，遇大雨，夏洛蒂
受了风寒，肺部感染，死时仅39岁，腹中已
有六个月的身孕。

勃朗特家共有六个孩子。比夏洛蒂年
长的两个姐姐早夭，剩下的三女一男均未活
过40岁。留下他们当穷牧师的父亲——老
勃朗特活到了84岁。在失去所有的亲人之
后，在无以言说的孤独中，他活着，无法想象
的活着。小屋外是霍沃斯春秋冬三季深不
见底的寒冷，噩梦似的风。他却很少关门。
因为门外的天空上站着他的信仰和儿女们
的身影。

或许，是小楼外那条通向荒原的小道时
时给他一种幻觉：他的女儿们又戴上布帽，
拿着披肩，挽着彼此的手臂开始向远处进行
她们每日的散步，这差不多成为了她们人生
天天的功课……她们规规矩矩地走路，甚至
像上了年龄的人有些慢吞吞的，眼睛里更多
的时候静若湖水，很少因外界的变化燃起火
焰。而老父亲每日目送女儿们在这条小道
上渐行渐远，也成为了他活着的功课。这种
习惯让所有的人、包括他自己都从未察觉。

站在勃朗特家的后门，望着这条现在被
称为“勃朗特姐妹小路”的步道在六月的雾
霭中像溪水一般流向烟云的密集处，路两旁
是长满青苔的石头彼此挤压，垒成半人高的

墙，沉重又沉默地伴着“溪水”向远处曲折而
行，我想到了刚刚看到的三姐妹画像带给我
的感受：画家笔下的她们无一丝女人青春的
娇丽，仿佛一出生就活成了忧心忡忡，面对
这个世界总带着疑惑和惊愕的表情，她们是
被什么东西吓住了吗？

当然不会！
她们的作品已伸张出她们的力量！只

是她们的力量就如同这条被乱石垒成的墙
束缚了的“溪水”，只能以一种隐秘的热情暗
自飞溅出浪花。无疑“简爱”是夏洛蒂倡导
的爱要有克制、有尊严最好诠释；而希刺克
厉夫更像是在地狱里点燃一把火，把艾米莉
内心深处的沸腾，直接推向了100度……

这一家人在世上最后谢幕者竟是他们
的老父亲。到了这个时候，我们仿佛对当初
他带领全家来到霍沃斯有一种恍然大悟。
它像神的手指，把勃朗特三姐妹指向封闭、
贫困、寒冷，充满着绝望与死亡气息的荒原，
然而却一点点压榨出她们的想象力，让它们
像新鲜的柠檬汁一般，又甜又酸，清香扑
鼻。最后竟如泉眼通畅了，汩汩流出热牛奶
一样的东西，滋润着三个女孩或女人的灵
魂。想象，给了三姐妹无垠的天空、大地、海
洋、城镇以及情爱传奇，文学自天而降……
她们在自己的想象世界里活了几生几世。
正如伍尔芙说的，“无论生活多么严酷，艾米
莉和夏洛蒂是胜者”。胜者当然也包含了小
安妮与他们活到地老天荒似的老父亲。他
们用想象甚至战胜了死亡……

走过勃朗特故居前的教堂，发现它与墓
地其实是连为一体的，均为石材，结结实实
地顶天立地。显然，伍尔芙也曾在这教堂和
墓地间徘徊过，她会不会像我一样被突然煽
起翅膀向教堂尖顶冲去的一只灰母鸽吓了
一跳？

这个教堂是夏洛蒂受洗和结婚的地方，
死后也葬在了这里。勃朗特家里的人几乎
都葬在了这里。他们的生与死，相隔的距离
仅仅几米远。或许会是那些横七竖八、见缝
插针、躺着站着的墓碑会吓伍尔芙一跳的。
她形容：“高而挺直的墓碑似乎突然冲着你
拔地而起，犹如沉默的士兵。”

石楠花已在教堂与墓碑间的角落里零
星闪现。这还是六月。八月，它们会像暴风
雪一般扫荡霍沃斯。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散文创委会主任）

夜深了。饱经风霜的母亲少有瞌睡，越
来越爱在我面前絮絮叨叨。我只有强打精
神，耐心听她讲过去的故事。

不知不觉间，就扯到了酒的话题上。
就知道了我的曾经做过村农会主席的

外公是个嗜酒如命的人。但小山村一个目
不识丁的农民，生养了一大堆儿女，田地里
又是望天收，家徒四壁，哪来余钱满足他的
酒瘾？别急，农会主席自有办法——闻得哪
家飘酒香，就很好意思地踅进这户人家的大
门，捡根板凳坐下，无话找话，日白吹牛，顺
便发挥他比较出色的篾匠手艺，自告奋勇帮
人家扎两把竹扫帚或者编一个箕畚。主人
家对这不请自到的“匠人”肯定不拒绝。完
事了肯定得请饭，饭桌上肯定少不了小籽高
粱酿的粮食酒——村人都知道他好这口，醉
翁之意，就在这一杯。要是遇到慷慨的主，
篾匠吃饱喝足后兴许还能捎上半斤八两回
家呢。

在我看来，我的这个不曾谋面的外公确
实脸皮不薄。这样的讨酒，虽不是嗟来之
食，但本质与站在路边乞讨有什么区别？母
亲说，最后你的外公成了酒痨，不可救药。
土里刨食一辈子，造孽呢。1952年春上，你
的外公不晓得生了什么怪病，肠子肝花烂得
流脓水，还嚷嚷着要酒喝。一家人干瞪眼，
哪来钱买酒，哪来钱医病，只有眼睁睁看着
他落气进了棺材。

接着又说起了她的公婆我的婆婆（奶
奶）。你婆婆到底是识文断字的人，从来不
滥酒，吃酒有分寸。见我干活累了，总会倒
上一小盅白酒递过来，说酒是好东西，酒行

思路。你不晓得的，在怀你的时候，你婆婆
经常让我喝两口，酒行思路呢。

未必我在您肚子里就开始喝酒了？
母亲笑，可能吧。人家说婆媳关系难

处，我不觉得。她经常会去东门口的老糟坊
打酒，我们婆媳时不时对端两杯呢。好在那
个时候的高粱酒不贵，一两角钱，就可以装
上一满壶。

我的眼前，立即出现了穿一身褪色阴丹
士布罩衫的婆婆的影子。记得在我快要上
学的时候，婆婆牵着我的手说，进学堂念书
了，老师是先生，一定要尊敬老师。尊敬是
啥子意思嘛？就是听话。婆婆简明扼要地
说。可惜次年夏天的一个深夜，婆婆在家炒
麦子后喝了点酒，刚上床躺下，突然有人敲
门报丧，说你的舅婆婆去世了。婆婆心急火
燎地穿上衣服出门奔丧，打着火把走了十多
里山路，急火攻心呢，脑溢血了，连一句遗言
也没留下。

看来外公与婆婆在世时都嗜酒。不同
的是两位先人好酒的方式和程度不一
样。这样的酒基因，会不会在我们身上有
所遗传？

母亲说，你们三兄弟，虹应该最早喝
酒。有一年大年三十，我起床后，发现他一
个人从厨房里出来，摇摇晃晃走路的样子，
把我吓得不轻，还以为娃儿生病了呢。赶紧
抱起来瞧——4岁的小家伙满嘴酒气！原
来，虹见我平时炒菜尝咸淡，有样学样，趁大
人们在睡梦中，溜进了厨房，把你爹买回来
做菜的料酒偷偷喝了几口。你没有印象吧，
那年过年，虹在屋里东倒西歪打偏偏倒，逗

得我们哈哈笑，真的像是在过年呢。
古稀母亲翻起这些陈芝麻烂谷子事，一

脸兴奋。我应承着，也想起了我自己的那些
酒故事，于是对母亲说——

那年参军后，时在新兵连。一天深夜，
睡得迷迷糊糊的我被强烈的酒精味惊醒，睁
眼一看，班长的床头柜上，燃着蜡烛。烛光
中，班长披衣坐在床上，嚼着怪味胡豆，自酌
自饮呢。见我探头张望，班长向我招了手。
这样我头一回尝到了江津老白干的滋味，辣
得我喉咙冒烟。又过四年，我从军校毕了
业，分配到嘉陵江畔一所军营任职。初到异
地，人地生疏，难免思亲想家。一位四川珙
县籍的老班长见新来的排长闷闷不乐，就从
怀中摸出一瓶沱牌特曲来，排长，整两口，不
想家。

一整就整上了瘾。三天两头与珙县老
班长打得火热。夜深人静之后，老班长切来
一盘猪耳朵，我买了酒，称上半斤花生米，关
上我的单人宿舍门，用绿皮军用口缸盛沱
牌，哥俩好啊八匹马呀，喝得面红耳赤。

子夜的钟声响了。倦容爬上了母亲的
脸，我也忍不住打了一个哈欠。母亲说，你
们兄弟都是公家人，尤其是你，在重庆老码
头上，做事要规矩，要听话，一定不要喝烂
酒，更不能喝不明不白的酒。我听收音机说
过好多回，整酒整醉了，误大事呢。

我点了点头，扶起母亲，在她耳边小声
嘀咕，您去睡吧，我晓得分寸。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有一首老歌这样开头：草鞋是船，爸爸
是帆。奶奶的叮咛载满舱。满怀少年十七
的梦想，充满希望的启航，启航……

年近九十的父亲，已无所谓希望与梦
想，能够再次启航的只有对人生彼岸的揣测
与琢磨。他在两年前住进养老公寓时，从旧
物中发现了这样一张泛黄陈旧的纸片：

“查本艇服务生陈仲杰，令遣散回重庆
原籍。原有海员服务证件，已予收缴，特此
证明。”落款为：华205船长周崇道。一九五
○年元月二十六日。

历史回到一九五○年的早春，一艘钢铁
大船，驶入了一个懵懂少年的视野，架构了
一个短小而离奇的故事。

二战结束后，美国将一部分原用于诺曼
底登陆的舰艇馈赠于当时的国民政府，于是
就有了“中字艇”和“华字艇”的由来和前
身。后来，其中一部分被划归当时的民生公
司和招商局使用。新中国成立后，时为长航
重庆分局的重庆长江轮船公司接收了13艘
排水量较小的“华字艇”。这些大大小小的
登陆艇，命运各自不同，而其中一艘叫做“华
205”，就这样无端地与父亲17岁的梦想有
了交集。

1948年才从乡下进城的父亲，在乌泱
泱的旧世界里，织过袜子，做过小贩，还挑过
砖头。解放了，当家作主了，第一次应了招
商局的聘，上船做了服务生。

当年的服务生，发海员证，一月给一块
大洋。与其它行业相比。颇为阔绰。再说，

开船的事，一概与服务生无关。下有水手，
二副，轮机长，上有大副、领舵、船老大。服
务生也叫侍应生，说到底就是做佣人。每一
个在船上有名头的人，都配有服务生。我父
亲就只负责大副的个人起居。

1950年初。刚刚踏足社会，还不谙世
事的父亲，用刚到手的一块钢洋，买了一件
土黄色的皮夹克，果断跃上了华205的庞大
身躯。这是一艘钢铁的大舰，到处是钢铁。
到处是机油和柴油的汽味。大副一家人都
在船上，太太、儿子和襁褓中的小女儿。事
特多，一大早就得倒马桶。不是一个人的，
而是一家人的。然后是送餐，挨个送。到晚
上，又是一家人的洗脸水、洗脚水。父亲很
累，但他很满足这份工作。毕竟收入不错，
还相对自由。

父亲说，记得船上所有的人都是从朝天
门8码头上的船。船长也没说开往何处，总
之船一直走的下水。先过了武汉，还放了两
天假。后来又过了岳阳。

父亲的好运，终止于南京。南京是大副
的老家。这趟水，既是行船，也是返乡。南

京是大码头，人多，嘈杂。父亲没经验，应付
不了。大副一家人的行李卸在码头上，硬的
软的，一大堆。光皮箱就有十几个。又要叫
人，又要租车，语言还不通。等最后清理物
品时，竟丢了一只皮箱。大副气得眼都瞪圆
了。老实巴交的父亲却无言以对。

在后来至上海的航程里，大副因家人都
在南京下了船，就独自搬到了二副的舱里，
与二副挤着过，不再需要我父亲的服侍。

父亲也在这一路的冷淡与尴尬里，沉浸
于自责与内疚之中。

船到上海的第三天，即宣布华205不再
返渝，就地拆除。人员全部就地遣散。父亲
在拿到遺散书的时候，同时还拿到了两个大
洋。他在上海呆了两天才乘车回到了重
庆。说起这个过程，他一点不伤感，甚至还
有点高兴。

1950年的早期时候，一艘承载了我父
亲少年梦想的大船，就这样驶出了我们能够
觊觎的视线。一个华丽而短暂的梦幻，就像
一个光鲜而靓丽的泡沫，瞬间为零。

去年，有个船舶方面的专家告诉我：华
205不可能拆。至少在当年不可能拆。美
式登陆艇，放在当时就算是最先进的铁甲机
动船了。有一种可能，用于后来的作战了。
因为是机密，所以一切皆有可能。

爸爸的船，从启航那天，就注定了它扑
朔迷离的结局。70年的光阴过去了，到现
在，父亲几乎还记得船上主要成员的姓名。

（作者单位：重庆日报报业集团）

我喜欢在太阳下
把陈芝麻烂谷子翻出来晒晒
晒干水分，磨成粉末
待到那天
坐在轮椅上
风轻云淡地冲成醒脑液
一口一口路过从前

我喜欢在太阳下
把胸腔打开翻出来晒晒
反复裸露在阳光里
可以于深刻处淡忘
可以于淡忘中深入骨髓
待到岁月流逝钙质时
以爱补钙
一点一点拼接起骨头
就像当年操场上的那把吉他
和草坪上稚嫩的你我

我喜欢太阳下的刻度
沙滩覆盖掉污秽
让我们信步
也可以没有沙滩
赤脚踏碎水面
沿着光的穿刺
踢破貌似平静的假言
太阳下
看着海边飞过的那群白色的鸟
低头衔起曾经掉下的羽毛
一往一返便是一生

（作者简介：张炬辉，笔名童言张
无忌，四川省青少年作家协会副秘书
长，四川省校园文联理事。）

晒太阳
——邛海边的故事

张炬辉

住在深山与想象中的勃朗特三姐妹
吴景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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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的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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