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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助决胜抗疫
建设银行在行动

生/ 活/ 随/ 笔

诗/ 绪/ 纷/ 飞

今年八月，远在福建、湖北的姨妈们带
着各自的儿孙回到老家，为老外婆庆祝生
日。生日当天，外婆穿着大红绸缎衣服坐
在客厅，头发梳得格外整齐，整个人显得容
光焕发，精神抖擞。一大家人五世同堂围
坐在她身边，有说有笑，其乐融融。

“外婆，今天穿新衣服，高不高兴？”一
向爱开玩笑的大哥搂着外婆的肩膀问她。

“高兴。”外婆咧开嘴嘿嘿笑个不停，脸上的
条条皱纹在笑声中舒展开来。

自我记事起，外婆似乎一直很苍老，许
是长年辛勤劳作，她脸上的皱纹一年比一
年深，背也变得越来越弯。但她手脚麻利，
每天忙里忙外，还一手带大了表弟表妹们。

外婆90岁那年，一次外出不小心摔了
腿，从此只能靠助行器在家活动。

如今外婆已96岁，她的牙齿早已脱
落，说话基本不关风，却仍然耳聪目明,思
维敏捷。她天天坚持看新闻联播，还特别
偏爱曾火爆一时的相亲栏目《非诚勿扰》。
家里有客人来访，大家一起天南海北闲聊，
她也能时不时插几句话。每次去小舅家，
外婆总是热情招呼我们喝茶吃糖，临别时，
她会主动挥手说“拜拜”。

90多岁的外婆一点也不落伍，我们常
戏称她为“90后”。

“外婆，今天您是主角，先来表演个节
目要不要得？”大哥继续逗她。

“她会唱解放前的歌曲。”母亲在一旁

补充。
“就唱那首《二月里来》嘛。”外婆丝毫

不推脱。好好好，满屋子的人同时拍手，大
家齐刷刷地举起了手机。

“二月里来……”外婆轻轻哼唱了一句
就停了下来。她对正举着相机的表哥摆了
摆手说，要不得，莫忙拍哈。随后招呼小姨
搀扶她进了卧室。

我偷偷跟了进去，见外婆正反复用不同
的音量哼唱“二月里来”，原来她躲在一旁在
彩排。还是不行，重来，外婆自言自语，如此
反复哼唱了几遍，才蹒跚着回到客厅。

现在可以了，外婆清了清嗓子：“二月
里来好春光，家家户户种田忙……”外婆一
连唱了好几句，唱到最后，基本上跟说话一
个调了。

好好，屋子里掌声一浪高过一浪。
“好久播？”外婆回过头来问表哥。什

么？表哥一头雾水。我是问电视上好久
演？外婆赶紧补充。表哥在电视台工作，
外婆以为这是在拍电视节目。

一听此话，满屋的人都笑了。马上播，
一旁的表妹灵机一动，她赶紧将手机刚录

制的小视频播放给外婆看。外婆看到镜头
里的自己，就像真看见自己上了电视一样，
每根皱纹里都洋溢着笑意。

来来来，下一个议程，分别跟老寿星合
影，大舅妈在一旁张罗。

外婆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媳、孙子、孙
媳、外孙、重孙、曾重孙等依次与她拍照。外
婆笑得合不拢嘴，她一直举着剪刀手，专注地
面对镜头，每拍一张合影，她都带头喊茄子。

药买回来没有？拍完照，外婆转身问
小舅。

什么药？见大家都很惊奇，小舅神秘
地笑了笑说，前不久，有个江湖游医从门前
经过，见外婆坐在门口，便向她吹嘘有一种
药，服用后能保证长生不死。外婆信以为
真，一直央求小舅帮她买。

小舅搂着外婆的肩说，买了买了，现在
该许愿了，您老人家的心愿不能说出来哈，
说了就不灵了。

外婆一口气吹灭蛋糕上的蜡烛,双手
合十，闭上眼睛，嘴里默默念叨。

一大家人也在心中默默祝愿，祝愿外
婆健康长寿。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90后”外婆
周成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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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涪江干流梯级渠化双江航电枢纽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信息公示

我公司于2019年12月委托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承担“重庆市涪江干流梯级渠化双江航电枢纽工程”环境影响评
价工作，现已完成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4号)的有
关规定，对重庆市涪江干流梯级渠化双江航电枢纽工程进行公众参与
第二次信息公示，以听取公众对本工程建设有关环境保护工作的建议
和意见。公示内容如下：
一、重庆市涪江干流梯级渠化双江航电枢纽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及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详见网站：http://www.cqtn.
gov.cn/zwgk_184/gsgg/202010/t20201010_7947286.html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工程影响范围内地区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的意见及关心该项目建设的所有社会人士对本项目的意见和建议。
三、公众提交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在规定
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建设单位或评价单位。建设单位：重庆双
江航运发展有限公司，苗工，18523373607；评价单位：中国电建集团中南
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李工，0731-85072137，5166357@qq.com。

重庆双江航运发展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0日

重庆蓝调城市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遗失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两江
新区分公司开具的重庆增值税专用发
票，发票代码 5000193130，发票号码
10904221，金额：5247元，声明作废

●遗失忠县胡记面馆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
编 号 JY25002330042230 声 明 作 废●遗失忠县再兴卤制品经营部食品经营许可
证正副本，编号JY15002330038503声明作废

●汪雅馨遗失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工作证8123作废●旭上农业渝DV9293营运证500115067145遗失作废●遗失江北区朴大姐餐饮店经营许可证，编号JY25001050193153作废●谢世平遗失璧山区人民医院住院收据，单据号:
U0041134、发票号:006187487、金额19893.73元作废●遗失重庆树人凤天小学卫生室医疗许可证（登记
号 ：PDY60419850010617D3001）声 明 作 废 。●周国良（身份证512223196107029677）遗失
机电高级工程师证，编号：021401000182作废●遗失卢麟医师执业证书130500113000056作废●遗失2020.4.20发两江新区子熙建筑材料经营部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000MA60UFYW0Y声明作废●王丽娜遗失保险销售执业证，编号:
00000550010000002020000071声明作废●遗失李汶骏出生医学证明，编号C500999999 作废●遗失2017.4.21发王书飞营业执照副本92500112MA5UJ50B06，
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 JY25001120182998 作 废●重庆和众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D10184营运证500110084165遗失作废

重庆市长江一级支流(云阳-巫山段)流域水能资源开发规划（修编）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二次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要求，重庆市长江一级支流(云阳-巫山段)流域水能资源开

发规划（修编）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一、规划概要
本次规划范围为长江一级支流(云阳-巫山段)（除小江、汤溪河、磨刀溪、梅溪河、大宁河），包括支流九龙溪、盘石溪、凤龙
溪、苏家沟、三坝溪、冉家沟、东洋子沟、下坝溪、龙洞河、安平河、朱衣河、草堂河、曲尺沟、下马沟、横石溪、官渡河、抱龙河、
三溪河、小溪河。流域范围现有电站中纳入退出类电站4座，应予以拆除，总装机16.86MW，分别为白龙电站、水溪套电
站、曲尺电站、黄莲沟电站；其余41座电站全部纳入整改类，总装机容量49.105MW，严格按照综合评估、一站一策方案及
相关政策要求进行整改。本轮规划新增电站2座，新增装机容量3.4MW，规划建议暂缓开发。二、规划环评初步结论 流域
水电开发对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已实施的电站在进一步按规划环评落实生态保护和补偿措施，对生
态环境的影响能为环境所承受，不会造成区域生物多样性明显减少，不会破坏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规划流域地表水、地下
水、大气等环境质量现状较好，具有一定的环境容量，已实施的水电站在进一步落实污染防治措施后，不会改变其功能。重
庆市长江一级支流(云阳-巫山段)流域水能资源开发规划（修编）符合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相关规划要求，本次流域开发实
施对环境的影响能为环境所接受，不会造成区域环境质量发生重大变化。因此，从环境影响的角度分析，经过本次环评优
化调整后的重庆市长江一级支流(云阳-巫山段)流域水能资源开发规划（修编）是可行的。三、规划实施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1）
规划实施单位：重庆市水利局；（2）联系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新南路3号水利大厦；（3）联系人：曾老师；（4）联系电话：
02389079137；（5）电子邮箱：737835785@qq.com。四、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1）评价机构：重庆
渝佳环境影响评价有限公司；（2）联系地址：重庆市渝中区大坪正街 160 号；（3）联系人：尤老师；（4）联系电话：
13637791226；（5）电子邮箱：315214471@qq.com。五、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查阅方式和途径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可在重庆市水利局办公室或重庆渝佳环境影响评价有限公司办公室查阅。六、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流域范围内及
周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及评价范围内任何关心该规划的公民、专家、政府职员等。七、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slj.
cq.gov.cn/zwgk_250/fdzdgknr/tzgg/202009/t20200922_7902403.html。八、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
以通过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下载公众意见表，通过信函、电子邮件、传真、电话、手机等方式向规划实施单位或环境影响评
价单位提交，反映与规划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九、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本公示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10万吨/年己二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等相关规定，现将“重庆华峰聚酰胺有限公司10万吨/年己二
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有关信息予以第二次公示。
（一）建设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重庆华峰聚酰胺有限公司10万吨/年己二胺项目
建设地点：重庆白涛化工园区重庆华峰聚酰胺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重庆华峰聚酰胺有限公司
建设性质：新建（重新报批）
建设内容及规模：建设己二胺联合生产装置，生产规模为己二胺10万
吨/年，中间产品己二腈10万吨/年。拟建项目分两期实施：一期生产
规模为己二胺5万吨/年（1×5万t/a己二胺装置），中间产品己二腈5
万吨/年（2×2.5万t/a己二腈装置）；二期生产规模为己二胺5万吨/
年（1×5万t/a己二胺装置），中间产品己二腈5万吨/年（1×5万t/a
己二腈装置）；两期分别配套导热油炉和相应储罐。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
的方式和途径《重庆华峰聚酰胺有限公司10万吨/年己二胺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
com/s/1LHkhLC9RrVVCOhPMW2-pRw 提取码: bter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重庆华峰聚酰胺有限公司办公室（重
庆白涛化工园区武陵大道66号）。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重庆白涛化工园区重庆华峰聚酰胺有限公司10
万吨/年己二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LH
khLC9RrVVCOhPMW2-pRw 提取码: bter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
和现场填写等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我单位，反
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
效的联系方式。鼓励公众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杨老
师电话：15223830953 Email：466563017@qq.com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20年9月28日起，不少于10个工作日。

重庆华峰聚酰胺有限公司

公 告
重庆瑜欧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霍本强与你司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争议一案
（渝綦劳人仲案字〔2020〕第543号）。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向
你司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延期处理通知书等仲裁
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2020年12
月28日上午9时10分在区仲裁院审理二庭开庭审理（地址：重庆
市綦江区文龙街道通惠大道69号市民服务中心A栋4楼）。
重庆市綦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10月13日

重庆市綦江流域水能资源开发规划（修
编）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各位公众：重庆市水利局委托重庆环科源博达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承担“重庆市綦江流域水能资源开发规划（修编）”环境
影响评价工作，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现按照《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征求公众意见及建议。《报告书》纸质
版查阅地址：重庆市水利局办公室或重庆环科源博达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办公室，规划影响及结论详见：http://slj.cq.gov.
cn。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现场填写等方式，
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我单位，反映与项
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联系人：曾老师；联系电话：
02389079137；电子邮箱：737835785@qq.com。

重庆市水利局 2020年10月

寻亲公告
2017年1月21日，重
庆市铜梁区东城街道
水星村5组的赵天平、
朱明芬在福建省南平
市政和县乡下路边捡
拾女婴一名，取名赵
徐涵，出生日期定为
2017 年 1 月 21 日。

请孩子的生父母于60日内与铜梁区公
安局东城派出所谢警官联系，电话023-
45699919，期满孩子将被依法登记户
口，特此公告。 2020年10月13日

交通管制公告
经重庆市交通局批准G65渝湘高

速公路白马至武隆段羊角隧道、黄草岭
隧道（出城方向）病害抢险处治施工于
2020年10月15日—2021年1月15日
进行，施工期间禁止宽3米以上、长13
米以上的车辆进入施工路段，超限车辆
请择道行驶！
重庆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高速公路第三支队
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南方营运分公司

2020年10月12日

比选公告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新能源小巷巴士城市客车采购项

目，委托重庆招标采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进行非招标比选采购，
采购数量：5辆，估算总投资195万元，交货期45个日历天。请具有
相应资质并有意参与的单位，在2020年10月15日17:00前，将单
位介绍信扫描件发送至66909458@qq.com邮箱，获取比选文件。
联系人：常女士；联系电话：023-67769200
地 址：重庆市江北区五里店五简路2号重咨大厦A栋20楼
2008室

重庆市诚挚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水口场梯级电站增效扩容
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二次公示

《重庆市诚挚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水口场梯级电站增效扩容工
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根据《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相关要求，公
开下列信息：（一）征求意见稿全文链接：网络链接：https://
wws.lanzous.com/iNd5tha8qsj，纸质报告书查阅方式和
途径：联系人：王老师 电话：15870403899 地址：城口县东安
镇任河村七社。（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环境影响评价范
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三）公众提出意见方式与途
径：邮件：273649527@qq.com，传真：023-67618338。（四）
公 众 意 见 表 链 接 ：链 接 ：https://www.eiabbs.net/
thread -306185-1-1.html；（五）公众提出意见起止时间：
2020年10月9日至10月21日。

重庆市长江干流（江津-涪陵）流域水能资源开发规划（修编）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各位公众：
根据本次水能资源规划修编方案：重庆市长江干流（江津-涪

陵）流域共计145座电站（其中已成144座，规划新建1座）。本次
规划环评在优化调整建议中要求所有规划新建电站暂缓实施。规
划方案后续实施在认真贯彻落实环境保护有关法律法规和各项政
策，确保水环境、生态等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实施前提下，从环境保护
角度分析，经优化调整后的重庆市长江干流（江津-涪陵）流域水能
资源开发规划是可行的。

目前，重庆市水利局已组织编制完成了《重庆市长江干流（江
津-涪陵）流域水能资源开发规划（修编）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以下简称“报告书”）。现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规定，征求公众意见及建议。《报告书》纸质版查阅地址：重庆市
水利局办公室，规划影响及结论详见：http://slj.cq.gov.cn。公众
可于公示期间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进行意见反馈。

重庆市水利局 2020年10月

公 告
戚娟：本委受理樊华明与重庆嘉和宇博物流有限公司确认劳
动关系争议（渝綦劳人仲案字〔2020〕第484号）一案依法追
加你为第三人。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向你公告送达仲裁
第三人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文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2021年1月5日上
午9时在区仲裁院审理三庭开庭审理（地址：重庆市綦江区通
惠街道通惠大道69号市民服务中心A栋4楼）。
重庆市綦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10月13日

城口县环流电力开发有限公司“环流一、二级电站技改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征求意见公示

1、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为：
https://pan.baidu.com/s/17qRd3nPVpAq0XG5EPn
BBTw ；提取码：c4bm 。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建设单位“城口县环流电
力开发有限公司办公室（联系电话：欧总18996691889）”均
可查阅；
3、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项目周边企业单位及群众；
4、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为：https://pan.baidu.com/s/
17qRd3nPVpAq0XG5EPnBBTw ；提取码：c4bm 。
5、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填写公众意见表提交建设单
位或致电建设单位、环评单位；
6、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2020年9月30日起10个工作日内。

刘理刚车主，由于你的违约行为（于2020年10月10日单方面私自
退还车辆牌照且不正规报废车辆，经我司劝说、教育无效等）造成双
方《营运车辆服务合同》约定之目的不能实现，因此特登报声明：重
庆森勃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长寿分公司与渝B76026号货车的挂
靠关系于2020年10月10日予以解除。合同解除后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产生的任何赔偿责任和事故纠纷等均由你本人自行承担。

重庆轩勃物流有限公司渝AJ886挂营运证500110067940遗失注销
重庆建合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R9628营运证500110044791遗失注销
重庆澳成物流有限公司渝DJ1235营运证500110114206遗失作废
重庆久福物流有限公司渝A9322挂营运证500110052601 ，
渝A92562营运证500110108474遗失作废

●巴南区龚红玲餐饮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许
可 证 编 号 ：JY25001130156970 声 明 作 废●遗失重庆三姑庄粮油股份合作社公章
壹枚（编号5003847007927）声明作废●重庆川东南地质工程勘察设计院于2018年2月8日开具给巫山县城
市建设投资公司的发票号为22831074的发票遗失作废，特登报申明。●遗失重庆市黔江区阿蓬江镇曾海生猪养殖场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税号50011458801420X）声明作废●遗失刘道华残疾证51021119570606251443作废●遗失渝中区新华路140-2号12-17承租人吴万泉，使
用面积32.2平方米的租约证号望字第23112号声明作废●游春艳遗失保险执业证 00001850010000102019001364作废●遗失重庆市红岭医院有限责任公司开具给喻
秀琼的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金额为
126198.71元；发票号码为05902938）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德信时代影院有限公司《食品经营许可
证》正本，编号：JY15001120093003,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永川区上游煤业有限公司
公章壹枚，编号5003834028316声明作废●重庆市江津区吴霞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公章（5003817060138）声明作废●遗失重庆鼎泰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
农业银行重庆荣昌吴家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530073706201声明作废

重庆展平物流有限公司车辆渝BS0305车主长期脱离公司监管，
驾驶人员拒不参加公司定期组织的安全培训学习，不按规定进
行强制安全检查和年审。拒绝按规定强制保险，处于脱保状态，
限车主在三日之内到公司完善一切手续，预期未完善公司将向
车管所申请灭失注销，及营运证注销；后果自负，并追究其法律责任

遗失重庆市万州区安迅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车牌号渝
A19109 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顺延公司渝
BN1623营运证500110008004遗失。重庆吉虎物
流 运 输 有 限 公 司 渝 D3635 挂 行 驶 证
5060009486203、营运证500222063649遗失。枣
黔物流公司渝DA6129营运证遗失作废。重庆安嘉
物流有限公司渝BY6529渝BY7838渝BY0739渝
D50732道路运输证遗失。重庆泰顺汽车运输有限
公司渝D75325营运证遗失作废。重庆富进物流有
限公司渝 BT9828 营运证 500115030549 遗失作
废。名流公司渝BN6608营运证500110002090遗
失作废。重庆永川区迅安货运有限公司渝C66008
营运证500383009910遗失。宏锦公司渝D69039
营运证500110093127遗失。重庆恒山物流有限公
司渝BR3908营运证500222055103注销。

富起来的风带我
走进你，大盛

我真想说说我柔
弱的根茎

这来亲近你的人
这欲用赞美的笔

触歌唱你的人
我想你一定会笑
笑我的风尘扑面与疲惫叠加

你东河的水可否借我洗漱
焕发一下容颜
然后还你

你干净整洁得如一首欣然小令的村庄
可否借我描摹一个春夏
涂抹一个粮仓

我可否借你御临的季节
点缀一下你意气风华的2020

你那陶渊明般悠然的意境
你那都市般美好的缩影
你那远山衔黛，楼舍葱郁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走进大盛
泥文

因为单位没有住处只得租房住，又因
为大户型的太宽，租金还很贵，所以只能与
同事合租。说起租房，那真是头痛得要命，
教书几十年，单是租房的辗转，早就数不清
次数了，那滋味简直又酸又涩。租住别人
房子，常常遭遇无处求援的尴尬，倘若房东
稍不满意，就可以有N种理由叫你滚蛋，你
就得无条件搬走，害得租客好生无奈。即
便签了租房合同，个别不讲信用的老太太
老太爷们，他们的话大多都是横着的：“我
没读过书，我没文化不懂道理，你又啷个
嘛？”他们可以毫不留情告诉你，咱家房子
不续签了，咱家房子要涨价了，所以，租客
们往往是秀才遇兵有理说不清，有时，也懒
于与这些房东磨矶嘴皮，图个干脆而“逃”
到别处继续“借巢”。

租住别人房子，一切主动权都在房东
手里，个别房东素质低，出租房子的时候，
他们很聪明很能耍手段，特别善于揣摩房
客急迫心理，常常是把家里烂了坏了的大
小物件遮着掩着。由于很多年轻房客没有
租房经验，租房时疏于逐一查看，等到合同
期满，最后还是房东说了算，即使明明知道
那些东西不是自己搞坏的，甚至根本就没
有动用过，但是，临了还得打掉大牙吞进
肚，不得不按照房东的喊价赔偿。一些善
于赚钱又欺负外地房客的房东们，高招更
是绝妙，这类房东，总是在房客四处奔走找
房，又四处托人求租的时候，把本来就急需
出租的房子捏得死死的，以欲擒故纵之态，
等这些人生地不熟的年轻人焦虑去何处租
房，又何处可租的时候，他们立马抬高房
价，以高出别人一倍甚至两倍价格，不管你

蒙也好，晕也好，对着焦头烂额的求租者使
杀手锏，恰到好处地敲你一笔。

我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每次终于如
释重负重新租了房子，我都会按照自己的
喜好布置更新一次，希望每天下班后钻进
几十平米屋子，缓释繁重工作压力，身心放
松地感受和欣赏自己精心美化的一切，但
是不管怎么舒心惬意，都感觉自己好似飘
摇不定的一片树叶，心里充满了惊惶凄凉，
恰似没有根的浮萍。原先的那份心境，都
在不断租借的消磨里变得烦躁不安。

最让我郁闷烦躁的是2016年租住的
房子，虽说那是三室，但却只是一进两间，
另外一间屋子除了门洞，便是四处无光，并
与真正居住的房间完全隔离，而卫生间
呢？狭小破旧不说，水管还是坏的，每天都
滴滴答答漏水，而厨房呢，不仅小得只能斜
着身子挤进去，而且墙壁黑乎乎油腻腻的，
屋顶早已泛黄的涂料，一层泡泡一层裂
片。房东是个老太婆，当我反复虔诚恳请
老人家修缮漏水管道时，老太婆也不厌其
烦给我甩上一句：“妹儿，不怕得，不怕得，
我看了的，水表不得转”……老太不温不怒
不紧不慢，又那么轻轻巧巧，很多时候，我
哭笑不得，即便要哭，也是欲哭无泪，我就
纳闷了，这个看似何等面善的老太婆，怎么
却显得如此的圆滑和吝啬？当然，她也算
是我租住房子比较和气的房东了。有的房
东除了收房费水电费，其他的什么都不管，
哪怕他家房里连个桌子凳子也没有，甚至
电源插座也都没法使用，倘若给他电话要
求解决，你也绝对得不到任何答复，几大篇
合同与之前的承诺，你想都莫想，等他找你

收电费水费来了，他会非常爽快答应你，并
且给你解释之前的要求：“没听见电话响，
打转来的话，我又弄不来。”但是这些房东，
绝对可以做到收钱时心花怒放，收完后不
闻不问，留下房客自己慢慢怄气去吧。也
有少许房东，还会睁着眼睛说瞎话，让你不
得不增长很多“见识”。

再后来换的房东，房子陈年失修，每逢
下雨，屋顶预制板的缝隙便开始冒水。最
要命的是，雨水不偏不正，刚好在我床头歇
脚，恼得我怒火直往上蹿，急匆匆招来房东
解决问题。老太太先是捡了很多理由推
搪，然后两手一摊，说她也没办法，看看实
在没理说得过去，就十分大度地告诉我：

“那你不租了嘛，我退你钱”。求助修缮无
望，只得远远拖开木床，庆幸不再淋雨。不
料，次日清晨起床开灯，由于忘记床位已在
昨夜远离开关，重重摔在地上，左手臂至今
不愈，心里的苦堪比黄连。

房东硬邦邦的冷漠，远没有当初巴不
得高价出租的热情和爽快，我做的是脑力
工作，而且，搞文学的我大多时候处于

“夜猫子”状态，灵感往往就在深更半夜激
活，我需要一个相对安静和独立空间，这个
环境，既要离单位近，又不能太偏僻，所以，
这么多年来找房子安身，已经成了我一触
即发的烦恼，而摔伤的左臂，时时隐隐发酸
作痛，也许，这种疼痛，是诸多租房者的辛
酸见证，也是我居无定所的写照吧。

常年租房，尝尽了苦闷与忧愁滋味，也
见识了很多房东一些不成文条规，比如租
男不租女，租已婚妇不租未婚女……让你
啼笑皆非。（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

挥手告别离，遥相
把手招。

道一声珍重，泪花
湿眼角。

吹响集结的号角，
赤胆忠心在燃烧。

出征的呐喊让世人听到，
丰碑铭刻着光荣的记号。

吹响冲锋的号角，
除魔的利剑出鞘。
横扫阴霾，壮我雄豪。
战无不胜，频传捷报。

逆行！逆行！逆行！誓与时间赛跑，
同行！同行！同行！誓与生命争秒！

黄鹤西楼明月照，
长江万里在怒号。

你用忠诚把祖国拥抱，
你用生命诠释着荣耀。
你用身躯阻挡着魔爪，
你用平凡书写着骄傲。

我要让全世界知道，
英雄江城，肝胆相照！
我要让全世界知道，
中国英雄，时代英豪！
（作者系渝北区公安分局龙塔派出

所所长）

时代英豪（歌词）

——献给抗疫一线的战友
杨荣林

租房那些事儿
李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