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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影响人生 文字，抚摸心灵

□杨煜普

文字与摄影是我一直以
来仔细反刍整个生活的两样
器官。

记忆与时间是我最近两
年试图反击这个世界的两大
基点。

时间的滚滚前来塑造着
记忆的轮廓与细节，时间的汤
汤而去又销蚀着记忆的温度
与色泽。都无力回天，又概莫
能外。

我曾经无比着迷于“永
恒”一词儿所散发的悠长芒光
与绵实质感。直到那天发现，

“永恒”就是个屁，“当下”才是
真理。而且，我在当下的每一
秒钟里活得越踏实越努力越
淋漓越不羁，记忆就越发康健
蓬勃，时间就越发奈我不何。

对云朵的痴恋时日已多，
望着它们，总像望着未来，又
像望着往昔。天大地大，我和
草木在它底下徜徉，它和风岚
在我眼中清耀。暗沉的灰幕
也好，馥郁的流彩也好，一起
把这一刻镌刻成这一刻，然后
轻转身，然后作别离。

动过很多次念头，要拍很
多的云彩，甚至早早儿地想好
了标题——《天边一朵云》或
者《如果云知道》。但是拍足
一年真的好难，拍一个月的话
又太单薄，恰好当时该“数九”
了，八十一天，不长不短，就即
刻行动起来。

除去“二九”的第六、七、
八天是因为度假在外，拍的是
短住的小镇子仙女港彼时的
云天外，其余都是每日下午五
六点钟之间在自家附近的一

个运动场边固定位置所拍下
的。

里面有壮阔的烧霞，有氤
氲的虹桥，也有凝噎的乌云，
也有失色的天幕，还有皎洁的
裂隙，还有明媚的冰轮，有痴
缠的翻卷，有洒脱的散逸……
镜头所能框定的，注定是一小
片的天，我所能描摹的，注定
是一闪念的缘。

眼前的这时代一切都太
快了，快得不容置疑，快得不
容争辩。

我想说的就是，如果你觉
得你还钟爱一个人，如果你真
的认为你很喜欢某件事，如果
你有一个美丽的闪念，如果你
有一个火热的执念，请务必快
点快点抓住它，不等明天，不
留遗憾。

□李志强

立冬一到，一年中的第四
个季节就开始了。因为是最
后，所以冬就成了一年的终了
季节。为了表达这个季节的
特殊性，先民们借过来一个
字，这就是“冬”。

在甲骨文中，“冬”的样子
是一端相连着的两根绳子，且
在未连着的两个绳端各打了
一个绳结，表示终了。

“冬”字本有职分，借过来
打工，结果借着借着就不让回
去了。为了让“冬”字真正解
放出来，专职表示冬天这个季
节，先民们又在“冬”字的旁边
加了一个绞丝偏旁，成了“终”
字，让它来表示“终结”的意义
——不就是绳结吗？还让你
与绳子有关。有借有还，尽管
还回去的质量差一些，但比不
还总是要君子一些。

为什么说“终”字比“冬”
字质量差呢？在先民们造字
时，象形先出，其次是指事、会
意，最后才是形声。前三种造
字方法绞进去的脑汁要多，形
声字只不过选择一个物类表
示意义，再弄一个音近或音同
的字，往一起搭配就完了。所
以，甲骨文中的“冬”是指事

字，到小篆的“冬”就变成了会
意字，而重新为“终结”造出来
的那个“终”字，是形声字。

立冬过后，接着是小雪、
大雪两个节气，然后是冬至，
冬至之后还有小寒、大寒节
气。由于冬天万物暂歇，忙了
一年的农人们也可以喘口气
儿，好好休息一阵子了。况
且，如果没有严冬，滋长的可
不光是禾稼花木，各类病虫灾
害也必群魔乱舞。严冬一过，
这些宵小基本上能够消杀殆
尽，给开春的五谷营造好茁壮
成长的生态环境。

岂止是庄稼，即便是人，
如果入冬以后久不寒冷，生病
的也必然增多。往往一夜大
雪过后，清晨走出户外，将凛
冽的寒气吸入心肺，打一个激
灵的寒战，冷是冷了些，但人
们的心情也会一下子爽朗起
来的。

过去常听人说昆明四季
如春，这让备受寒暑的人们生
发无限的向往。但如果真的
一年下来没有经历过春的萌
发、夏的蒸腾、秋的收获与冬
的凛冽，你不会感到生命单调
吗？

（作者系河南思客签约作
家）

立冬

插图 李庆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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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广告

大河报广告中心
1.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2.中原路与大学路交汇处向北50米
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出租招租

●政四街空房交通便利,适合办

公13503820023(65932777)

房地产

●老房改造四合院18637123478

房地产中介

●箱式彩板房租售18637123478

公告

●河南正圆环卫有限公司（注册

号410225000035756)经股东决

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已成立清算组，债权人于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

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寻亲公告:2018年
9 月上旬 ,杨俊卿 (
男 ,41010519730
7133816)王建华 (
女 ,410122197403
24802X)夫妇在郑州市南

三环文治路边抱养一男婴,取
名杨泽铭,杨泽铭于2018年9
月5日出生,未找到亲生父母,
特发寻亲公告,请知情人或亲

生父母联系:杨俊卿13333719898
●郑州泓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股东决定,即日起解散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2MA
453B2M8X),本公司已成立清

算组进行清算,请各债权人自

接到本公司通知书之日起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

司此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

到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郑州华之塑建材销售有限公

司股东决定,即日起解散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
A403NF5XX),本公司已成立清

算组进行清算,请各债权人自

接到本公司通知书之日起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

司此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

到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声明

●河南业振建设有限公司开户

许可证遗失,核准号:L4910
000204901,账号:170202513
9200133633,开户行:中国工

商银行新密支行。声明作废。

●本人孟金穗(身份证号:4101
22198304237426),丢失河南

一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

具维修基金收据一张,收据号
码0613777,金额7328元,日期
2014年10月29日,声明作废。
由此收据引起的任何法律责

任由本人承担,与河南一通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任何关系。
●张福喜名下房产抵押至王
岩名下，房产证号为130
1017369，因房屋他项权
证1403052895号证书遗

失，特此声明。
●朱丽丽遗失河南鑫苑顺晟置业
有限公司房款收据,票号52712
58、0002622、0002623金额14
4884元、550元、1824元声明作废。
●杨文静将新乡市三联置业有
限公司开具的房号3-1-102
的收据遗失，编号8030722，
金额111000元，声明作废。
●郑州西西弗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国基路店出版物经营许可
证正本（新出发豫郑零字第

JS0720号）丢失，声明作废。
●本人郝怀，学号150896110，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
业协议书丢失，声明作废。
●许汝颜，女，执业药师证书
遗失，证书号：01B2013，取
得时间2012年5月，声明作废。
●付中才，医师资格证(编码:
19984111412725640715031)
和医师执业证(编码:110410
000019107)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中联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法人章(曹焱生)遗失,特此声明

●河南信行（濮阳）律师事务所

陈新伦执业证遗失，发证日期

2017年4月6日，证号：1410920
0910790513，声明作废。

●河南联汇恒盛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遗失公章(编号4101
080026244)、法人章:李杰(
编号4101080026248)声明作废

●潘东东，身份证号:41022119
8510250014就业失业登记证

不慎遗失证号:41022100120
18187，声明作废。

●本人王发超遗失郑州顺隆置

业有限公司2016年10月26日
开具的收据5张,票据号分别是

0499994、0499995、0499996、
0499997、0499998,金额分别是

607745、98420、3733、400、
706元，这些票据声明作废。

●郑州培林玩具有限公司（注

册号410108782211020）公
章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墅璟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公章（编码410100024279
4）丢失，声明作废。

●程跃晨遗失机动车销售统一

发票一张（报税联），代码

141001920076，号码0438
9106，特此声明。

●河南坤浩实业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10100082277627C)财
务专用章,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中牟县尚彩玻璃门商行税务

登记证副本不慎遗失，税字

号：豫国中牟4101221978
01197416，声明作废。

●李洪友购置河南康悦置业有

限公司之康桥郎城首付款发

票丢失，发票号01914774:
金额281494元，声明作废。

●本人:史君丽,身份证号(4104
03198805195524)因保管不

慎,遗失河南中永置业有限公

司收据,收据号:NO.XZK000
2267姓名:史君丽,金额:2000
0元,声明作废,特此公告。

●卜怡轩（2008年10月26日
出生）丢失编号为 I410548
989的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周原坐落于巩义市陇海路11
0号15号楼2单元23层附194
号房产的不动产权证【豫（2
017）巩义市不动产权第00
06290号】丢失声明作废

●沈丘县留福镇卫生院城乡居

民医保办开户许可证丢失,开
户行:河南沈丘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留福支行,账号:
00000022160263781012声明作废

● 土地证遗失公告

徐华，新土国用（2011）第
02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遗

失，房屋坐落：龙湖镇学府路

南侧，轩辕路东侧，本人声明

作废，如无异议，发证机关将

予以补发。特此公告。

●南阳济风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副本91411302MA
44WLNR77遗失，声明作废。

●常州华通新立地板有限公司

遗失木华广场质保金收据，

收据编号2057659，金额276
621.61元，声明作废。

●伟达(中国)公共关系顾问有限
公司广州分公司2019年9月10
日开给郑州雅宏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发票遗失,发票代码：44
00184130号码00940088金额
499649.29元声明作废。
●本人司晨洋,身份证号41010
4199302240092不慎丢失由河
南绿地陆港置业有限公司开
具的购买绿地澜庭项目一期
1号楼30层3002号房源房款收

据,收据号:0053080,金额小
写:281323元,大写人民币:贰
拾捌万壹仟叁佰贰拾叁元整,
现声明作废,若由此产生的经
济纠纷,由本人全都承担,与河
南绿地陆港置业有限公司无关

●编号为D410137632，姓名为

荆昊霖，出生日期为2003年
08月16日的《出生医学证明
》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鑫农实业有限公司(注册
号410105000040993)营业执照
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万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增值税普通发票遗失一张，
发票代码041001800204,发票

号码05655238,声明作废。

家政服务

●好心家政保姆137836106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