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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铁时代的到来，坐火车已经有了
脱胎换骨的不同感受——但我仍旧怀念那
绿皮火车时光，以及，那绿皮车上的列车员
姑娘们。

我上大学的时候，从乌鲁木齐到上海的
52 次列车，可是非常热门、一票难求的车
次。这趟车单趟全程四天三夜，76个小时，
横贯祖国的西北戈壁和繁华的东部沿海。
全长3000多公里，应该是当年最长的一条
铁路线路。那些列车乘务员到上海是下午，
晚上休息一夜，次日上午返程，来回一趟算
一个班，8天。

一直在火车这么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面工
作生活，如果碰到像春运这样的高峰，那是

连轴在人海里工作的节奏。
有一年春节我回乌鲁木齐过年，

没买到卧铺票，一直坐在硬座上。
从南京上车，车厢里已是满满当
当，走廊、脚边都坐着赶回家过年
的人。虽然外面冰天雪地，车厢
里温度奇高，混合着各种食物以
及人产生的油腻味道，空气实在难
闻。车开出没多久，我就开始心慌
气短，浑身虚汗，好像是晕车了。列

车长看这阵势，破例将一张宿营车最
边缘的上铺给了我，千叮咛万嘱咐：要

保持安静！
我挤过层层人群，来到神秘的宿营车。

这节车厢在列车尾部，是列车员在百忙当中
休息的“宿舍”。每一个格子里都挡着厚重
的帆布布帘。与其他车厢的人声喧嚣不同，
这里出奇地静。我的铺在紧挨着车门的最
边缘，其中中铺和下铺是一对白发老夫妻。
我们都尽量不发出声响，收拾好就各自躺到
自己铺位上。傍晚是她们换班的时候。只
见下班的列车员被挤得一脸油汗、衣冠不整
地进来，有的拉一拉自己的衣衫，就先一屁
股坐在沿窗的小凳子上，默默喘气休整，好
一会儿才拿了洗漱包去洗脸刷牙。车窗外
是白雪皑皑的冬天，可车厢内的列车员都脸
色绯红，只穿着淡蓝色的制服衬衫还是汗流
浃背的样子。我知道每个车厢都是人满为
患，她们要拨开人群，打扫、收拾、检票。难
得休息时，坐在狭小的休息间喝一口水，马
上又要搞下一轮卫生——人产生垃圾的能
力是不容小觑的，稍不注意，逼仄的列车车
厢里，就会铺满垃圾。

而宿营车，是她们充电的地方。也不开
灯，你上夜班，她下夜班，次序轮班，都很有默
契。简单交流两句就意会神明。上岗的在镜
前整理仪容，下班的则一脸难以掩饰的疲惫。

这趟车的列车员是清一色的女子，年纪

大都二三十岁的样子。旅途刚开始的时候，
个个脸色红润，化着红艳艳的口红，帽檐下的
头发绾着紧紧的发髻，穿着藏蓝色工作大衣、
黑色高筒靴，站在冰天雪地的站台上迎接旅
客。几天以后，已经是“撸起袖子加油干”的
女汉子状态。由于基本上晒不到阳光，个个
脸色蜡黄。她们的身影，不时在拖地、整理垃
圾袋、打扫厕所、在车厢门口迎来送往。衬衫
外有时套上藏蓝色的工作马甲，鞋子换成搭
袢的黑绒布鞋，一般都大一码，以缓解肿胀的
双脚。

最后一天，乌鲁木齐站就在前方了。宿
营车里忽然热闹起来。窗帘“刷”一下拉
开，豁然明亮。换班的姑娘们不再急急忙忙
去休息，而是一个接一个地去卫生间，锁了
门，好一会才会出来。每一个女子出来的时
候都像换了个人似的，描眉画眼，脸色粉
嫩，唇红齿白，头发利利索索地绾好发髻。
都打扮得漂漂亮亮，就像刚出发时一样。工
作服也拿出干净的一套换上，几个女子还窃
窃私语，互相问，不会晚点吧？谁来接你
啊？然后嗤嗤笑着，互相打趣。我看到她们
眼神顾盼间，有人看到了亲人，但因为还在
工作状态，只能用眼神先打个招呼，而她们
的亲人——大多是丈夫或者男朋友，则回以
热切的笑容。

列车上的宿舍
□ 周水欣

我的童年、少年是在南京城南朝天宫旁的止
马营度过的。朝天宫是南京主城的发源地之一，
明朝时，这里是朝廷举行盛典前练习礼仪的场
所；到了清朝后期，是江宁府文庙和府学所在地，
是祭祀孔圣人的地方。文武官员至此须提前止
马步行，止马营因此而得名。从莫愁路进入止马
营，在小巷的中段向右拐进去，就是止马营56
村。这里，显然比周边的街巷空旷，除了房屋，还
有较多的花草树木和成块的菜地，宛如一个“城
中村”。

1953年的初冬，爸妈抱着刚刚降临人世的
我搬家到这里，以后我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都
陆续在此出生，我们全家人在这里集聚。止马营
56村，我们家在这里度过了17个春夏秋冬。假
如把人生比作一场艰辛的马拉松，此处就是我们
兄妹的起跑点。

由于外公外婆去世早，妈妈是老大，我们家
自然是舅舅、姨娘们在南京的家。1952年5月，
爸妈新婚伊始，小舅就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到
了晚年，小舅还时常回忆起我婴儿时他在五中
读高一，晚上放学回来，他一边背着英文单词，
一边摇着摇篮哄我入睡的情景。1960年前后，
大舅和泰庆姨分别在南工、南大读书，每到周末
他们都来家里小聚。大舅还带来了他的大学同
班同学、我们后来的大舅母。人多地方小，家中
显得更热闹，吃饭时凳子不够，个高的大舅总是

坐在小竹椅上。凌慕兰阿姨是妈妈在市师（南
京市立师范学校）读书时最要好的同学，她弟弟
凌赤叔叔在我们家墙上的镜框里无意间看到泰
庆姨的照片，于是便催生了英俊潇洒的空军飞
行员和貌美如花的名校大学生同结秦晋之好的
爱情佳话。上世纪70年代初我们全家离开南
京，而每次回宁都少不了过来看看，哪怕是半个
小时或者二十分钟，哪怕是远远地瞄上一眼，因
为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在我的心里，有
着挥之不去的记忆。

止马营56村早先是一片菜地，后来盖起了4
幢供民国政府高官住的两层楼房。解放后，房屋
收归公有，租给了老百姓。原先一幢只住一户达
官贵人的小楼，连同汽车房，挤进了四到五户人
家。加上楼房周边的房屋，全村竟有二十多户人
家。我们家住的是东南方位楼房的楼下一间，加

上边上的一小间，门牌是56村13号。楼上住着
的葛爷爷国学好、书法好，儿时的我常在他身边
转悠，多少也学到一些皮毛。如果说在葛爷爷身
上我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那么和我家同住楼下
的许奶奶则帮我练就了烹调“童子功”。因为爸
妈是“双职工”，我从小学四年级起就学着做饭。
在几家共用的厨房里，我们两家的煤炉紧挨着，
在许奶奶的身旁，学着她做菜的一招一式，也算
是“近水楼台”吧。

56村——这个“都市里的村庄”隐藏在小巷
深处，村里的孩子小时候一般都中规中矩，也不
去外面玩，总在一起共同编织童年的故事。然
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们的心就飞出了村
外。朝天宫是村里孩子们的大乐园，在门前台阶
间滑滑梯是小伙伴们玩耍的传统项目，石板上那
一道道深深的“股槽”便是最好的佐证。

孩提时代，我们拍洋画、打弹子、捉蛐蛐、玩
官兵捉强盗，尽情玩耍的同时难免小调皮、恶作
剧。记得小学四年级时，我参加学校组织的游
泳深水测验合格后，一路兴奋地唱着歌走在回
家的路上。刚进家门，冷不丁却遭到父亲的一
顿臭骂，接着还受到皮肉之苦。原来是我用粉
笔在墙上写了某小伙伴家长的名字，被人打了
红叉叉，人家告上门了。这件事难以忘却，更让
我早早发现了老子所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
伏”的普遍性。

在村子里，更多的是邻里谊、伙伴情。隔壁
徐家和我们家窗户对窗户，他们家的三个孩子
成绩都不错。老大一鸣（徐廷华）年长我7岁，
初一时因故中断学业顶职进厂，刻苦自学，数十
年笔耕不辍，成为省内知名作家。我的写作启
蒙，他给了不少帮助。1970年我们全家下放苏

北，他在信中一句“春风又绿江南岸、再度相逢
在钟山”的话语，增强了我“打回老家去”的信
心。借他的吉言，1978年恢复高考时，我们兄
妹四人同时考上心仪的学校。我们的成长离不
开父母的培养。在那个物质条件匮乏的年代，
他们节衣缩食，坚持为我们订阅“小朋友”“儿童
时代”等课外读物，即使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
没有中断，这可是别人家小伙伴很难享受到
的。毛头（马志双）大我一岁，我们两家相处得
好。1958年初夏，妈妈的产假到期，就把刚刚
出生56天的小弟世东白天放在他们家，请毛头
的妈妈代为照料。因为毛头妈妈在姊妹中排行
老三，我们兄妹都亲切地称她“三妈妈”。毛头
来我们家看杂志比我还仔细，加上能写善画，一
直是我暗暗学习的榜样。

如今我虽已年过花甲奔古稀了，但儿时结
下的友谊常常令我的思绪穿越时空、回到从
前。只要我闭上眼睛，小弟的自立、爱良的淳
朴、来云的憨厚、宝传的健壮、小毛的精明、小宝
的顽皮……童年伙伴们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形象
就会扑面而来。

离开止马营56村整整半个世纪了。随着城
市的发展，在那块哺育我们成长的土地上，早已
耸立起幢幢高楼，再也找不到任何旧时的痕迹
了，但那些发生在“城中村”里青春年少的故事，
依然静静地尘封在历史的记忆中。

都市里的村庄
□ 周世青

今天意外翻出我读师范时姐夫写给我的两封
信。信都是写于中秋前夕，一封 1980 年，一封
1981年。

我第一次离开家乡，到高邮师范报到是姐夫送
我的。我的父亲年纪大，当年66岁，比我长48岁。
虽没什么行李，但被子、席子、蚊帐、木箱是少不了
的。让一个66岁的老人搭船、乘车，一路辗转，实在
够呛。姐夫年轻，才26岁，一身肌肉。一根毛竹杠
子，笨重的大木箱一头，被子、席子、蚊帐一头，送我
的任务理所当然地落在他的肩上。

当时班上55人，除一个叫冯婉贞的女同学是
城镇户口，其他54人都清一色来自农村，父母都是
农民，识字的不多，我在校两年，也没见其他同学
有家书寄来。我的父母也是农民，没什么文化，但
我有家书。我的家书都是姐夫代父母写的，所以姐
夫的信一来，在班上是一件轰动的大事。记得收到
姐夫的第一封信，那天正是我离开家的第一个中秋
节，是班长把信送给我的。班长站在一边，看着我
拆开信封，抽出信纸，然后把信读完。他就笑着跟
我说：“没有个人秘密，就让大家也看看吧！”我点
点头，把信纸重新放回信封，郑重地递给班长。大
家不再看书，不再写作业，一齐等待着美好时刻的
到来。正是晚自习，班上特别安静，教室外边的蟋
蟀比月亮叫得更欢。

一封信，在班上55个同学手里传阅。姐夫只
有初中毕业，字却青枝绿叶地漂亮。老实说，他的
字能做我们的钢笔字帖。一个人的家书，成了全班
55人的家书。大家看我的目光，平添了几分敬羡，
彼此的关系，也亲密起来。所以，收到家书那一天
就是我的节日。当我的家书传到女孩子手里，我心
里更加兴奋，但我保证那兴奋里绝无他意。于是
乎，姐夫本来是我一个人的姐夫，却因此成了全班
55人的姐夫。事实上，姐夫的信，既写给我的，也
是写给大家的——我就此祝愿弟弟保持勤奋的学
习精神，做一个有理想、有抱负、并有坚强信念的
人，做一个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受社会器重、
受人尊敬的人。当然机会是起着桥梁作用的，只要
你有坚强的信念，在前进的道路上百折不挠，胜利
总是张着双臂欢迎你的……

除姐夫外，在外工作的大哥、二哥、三哥也给我
写过不少信。我看完信，一般顺手放到课桌抽屉里，
但往往一转眼信就不见了。不过我不担忧，数天后，
信又回到我的抽屉里。我知道信被同学传阅去了。
在班上每个同学平时都会给家里写信，但只见去
信，不见回信，他们落寞的心情，都在阅读我的家书
时得到了释放。

我毕业时姐夫又亲自接我来了，我当然不会放
过机会，让他露一手。我给同学们介绍他，大家都十
分友好地道一声：“姐夫好，我们早认识了！”姐夫有些
纳闷，大家又笑嘻嘻递上一句：“我们是从姐夫的来信
认识您的。”凡是跟他打招呼的同学，认识的不认识的
都叫一声“姐夫”。姐夫忍不住笑起来，我打趣道：“姐
夫，这就叫见字如面！”当晚，姐夫不仅帮我捆扎杂七
杂八的行李，还帮我书写临别赠言。我给同学送的影
集扉页上，“情同手足”四字就是姐夫用毛笔写的。唰
唰几笔，英英武武的几个字就从笔下跳出来。

姐夫离世已经十年了。中秋前夕，我把姐夫的
来信慢慢展开，仿佛又回到了40年前的教室。

写给55个人的家书
□ 晓 橹

“小马不回来了。”李阿姨宣布的这个消息，让
不少人既有点遗憾，又感到高兴。遗憾的是小马
拉面吃不到了，高兴的是小马一家可以安稳地在
老家生活了。我仔细品味这“小马不回来了”的说
法，觉得很有意思，“回来”两字说明大家已把小马
他们看成是自家人了。

大概是六七年前，小马在我们小区沿街门面
房开起了拉面馆，当初我们这一片区点心店不多，
能有家面馆大家都觉得方便。小马夫妇很勤劳，
还爱干净，把小店打理得清清爽爽的。但门面房
很浅，不能住人，小马就在我们小区里找了间车库
当住房。

做早点是很辛苦的，小马租住的车库就在我
家对面楼下，我就天天看着他们起早贪黑地忙
碌。天不亮开始和面揉面，特别是女儿还不会走
路时，小马妻子常把孩子绑在自己背后，给客人端
面收碗。好心的老顾客看不过也会帮她抱一会儿
孩子，小马妻子就会学着苏南话说：“谢谢倷。”

头一年，小马的店名是“兰州拉面”，顾客都说
凭你这手艺，完全应该打自己的牌子，听了大家的
意见，小马真把店名换成了“小马拉面”。

小马夫妇也是心软的人，一条狗一直在店门
口转悠，小马让妻子端了面给它吃，狗就天天来，
后来发现这狗没主人，小马就收养了它，还给狗起
名叫“尕娃”，小马说他们老家男孩就叫尕娃。我
出去遛狗时，走到车库前叫一声“尕娃”，那只乖巧
的狗就出来，身后跟着小马那步履蹒跚的女儿尕
丫头。我家的泰迪很喜欢跟尕娃和尕丫头玩。

小马小两口带个孩子真的不容易，我退休后遛
狗散步的时间长，就尽可能地帮他们把尕丫头带着
玩一会儿。听小马说，家里长辈一直希望他们再生
一个娃，但夫妻俩在外飘着不敢要，带一个尕丫头已
经很累了，在苏南买房扎根也不现实，老家还有身体
不好的老人，他们一直想着要回去照顾。

拉面很受人喜爱，不仅有附近的人来堂吃，也
有不少叫外卖的。外卖小哥的电动车常随意地停
在人行道上，小马就主动与城管协商，在门外做了
个伸缩遮阳篷，这样无论大太阳或下雨天，外卖小
哥的电动车就会有序地停到篷下。

前年，有关方面对住宅楼车库住人现象进行
整治，在见到告示后小马两口子急得像热锅上的
蚂蚁，楼上的李阿姨就主动跟小马说搬我家来
吧。李阿姨也是退休的，她儿子移民海外，李阿姨
也去儿子那里住过一段时间，因为住不惯又回来
了，她一个人住着一套房。一次李阿姨晚上病了，
是小马妻子骑着电动自行车送她去医院，
又帮着挂号拿药，接下来又天天上门探
望，还端去热乎乎的面。

疫情让小马两口子和尕丫头回
老家后很久没再过来，现在听李阿
姨说，小马的老家办起了拉面培训
班，小马被聘在里面当拉面老师，
他妻子在培训服务员，而且已经
怀上二胎了，而尕丫头也上学了。
这让我也替小马他们高兴。现在，
我把小马走前托我照看的“尕娃”当
成自家的狗养了，反正它与我家泰迪
也已成了好朋友。

小马不回来了
□ 茅震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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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启事
减资公告

根据2021年9月8日股东（大）会决议，吴江市吴越
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12195.9万
元减至9244.9万元，现予以公告，债权人可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吴江市吴越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3日

遗失 绿城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江苏省税
务局签发的江苏省企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三张，
票号为65378803、65378805、65378807，声明作废。
遗失 张辉身份证，证件号：320323198210012037，
声明作废。
遗失 钱鼎（310102197710150015）导游资格证，编
号：DZG2003JS60003，声明作废。
遗失 李建平军官退休证，证号：南退字第020171号，
南京军区政治部前线歌舞团二级演员,专业技术7级，声
明作废。
遗失 苏无锡货56898船舶营业运输证号：苏SJ(2014)
02000506，声明作废。

合并公告
根据江苏苏美达家用纺织有限

公司与江苏苏美达纺织有限公司的
合并协议，两公司合并，合并方式为
吸收合并，江苏苏美达纺织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吸收江苏苏
美达家用纺织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9100万元）。合并后，江苏苏美达纺
织有限公司存续，注册资本为9100
万元；江苏苏美达家用纺织有限公
司解散注销，其资产归江苏苏美达纺
织有限公司所有，所有债权债务由江
苏苏美达纺织有限公司承继。

特此公告。
江苏苏美达纺织有限公司

江苏苏美达家用纺织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0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拟对南京昆斯兰商业
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曾用名为：南京昆斯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等6户的
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至2021年 8月 31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
325,110.26万元，本金为238,377.41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
布在南京市等地区。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并
应具备一次性付款能力和良好的社会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
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
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
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
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
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
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21个工作日，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1个工作日，如对本
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江苏省分公司联系。联系人：耿君、陶洪胜，联
系电话：025-52680921、025-52680834，电子邮件：gengjun@cinda.com.
cn、taohongsheng@cinda.com.cn。分公司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377号10号楼18-20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25-52680855，对排斥、阻挠征
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angfei@cinda.com.cn；纪检举报电话：025-
52680821，电子邮件：zhufeng6@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拟对连云港华和工贸有限公

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21年8月31日，该债权总额为1,534.58万元，本金为
549.99万元。债务人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该债权由张海勇、陈兆林提供
担保；以陈同霞、王同兴名下房产设置抵押担保。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依法成立
的企业法人、其他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
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
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
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
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
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该债权的
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
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江苏省分公司联系。联系人：顾正龙、魏伟，联系电
话：025-52680832、025-52680812，电子邮件：guzhenglong@cinda.com.cn、
weiwei3@cinda.com.cn。分公司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377号10号楼
18-20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25-52680855，电子邮件：huang-
fei@cinda.com.cn；纪检举报电话：025-52680821，电子邮件：zhufeng6@cin-
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