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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
南国都市报“信息广场”分类广告栏是贴近生活、服务百姓、周全价廉的信息发布渠道。每日栏目发布

量达上百种信息，分类清晰，方便百姓、商家查找，每日阅读量达十多万次。
春节过后，迎来招工难、找工难的民生信息发布需求，为迎合这一需要，本栏目近期推出特大优惠：
1、找工信息将推出“求职”专栏发布，按80元/CM（高）收费，刊满一周，400元；
2、招聘信息将在“招聘”专栏发布，按刊例价8折优惠。
欢迎广大商家及个人来人、来询，在全省各经办点均可办理。
咨询电话：66810111、66810582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社新闻大楼一楼

找工、招工
看这里！！

其他信息超市请看28版

富士麻将
厂家仓储直销 国内十佳品牌
海 口 66213676 府 城 36350887 三 亚 88359159

中华牌具
厂价批发各类牌具，海口和平南13036098727

威尼斯牌具
新款，麻将，扑克，色子，飞针
海口红城湖13876729911

千叶牌具
牌具批发麻将程序扑克透视眼
镜牌九海口南站18889991998

寻人
启事

朱 谋 秋 ，男,39
岁，于 2015 年 4
月 2 日凌晨 3 点
半左右从海口市
第三人民医院走
失。该患者有智

力残疾，生活无法自理，头顶有小面
积明显脱发。走失时身穿粉红色衬
衫，灰色长裤，赤脚。望好心的知情
者与家属联系，必有酬谢。
家 属 电 话 ： 15103063138、
13518842398

港澳牌具15103661111
麻将机程序扑克牌九。高铁东站9号铺面

招农药、肥料，业务员。（有经验会开
车的优先），联系电话：15008027177

蔚蓝海岸物业高薪诚聘
弱电主管，水电工，园林主管，工资面谈。海口西海岸
(假日海滩前行一公里)68703999;13976576898孙总

老爸茶餐厅招聘
各挡口厨师或承包厨房团队，
另聘服务员20人，
薪资面议。13034918836

招聘保安
海南省歌舞团附属芭蕾舞蹈学校，现招
聘男保安2-3名。要求年龄35-45岁，
身高175cm以上，五官端正，无相关疾
病，有能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与经验，
退伍军人优先。每月 2500，有五险。
发 送 简 历 到 hnblwdxx@163.com
13006030670刘小姐

心贴心
家 政

月嫂 保姆 育婴师 看护 保洁
国贸路王府大厦 6A 68557661

20年热心人家政
专业月嫂、保姆、护老、保洁。
68529123 玉沙路富豪大厦北楼508

19年好管家家政
保姆月嫂做饭护理清洁政府培训。南
大桥申银万国证券516室 66668158

高级月嫂催乳师 就业率99%
美丽妈妈产后恢复中心68512576

《椰之家》爱心家政
保姆、月嫂、照顾老人，开荒保洁，钟点工
国贸大道金福城C栋045房66591299 66731009

真意达家政
保姆、月嫂、照顾老人、开荒保洁
国贸海德堡酒店813室 68555227 68558857

永兴搬家公司
专业搬迁公司 家庭 单位，承接各市县
搬家。电话：13976089860 13976638576

海口最大旧货市场收旧货
13976605777

大象欢迎你回收旧货
回收酒店，网络，网吧，KTV，工厂，宾
馆各单位，大型超市商场等所有设备和
废旧及拆迁大工程，另专业回收电器城
(店)所有电器，小陈 18697966668

旧货全要
13876362483

特
高
价

空调 家电 家具
13158990058

特
高
价

温馨国际.国内机票
66668585 旅游

沙发翻新
13876333808海秀中路43号，侨中斜对面

温馨提示：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商业信息180元/CM高个人信息 80元/CM高 家政100元/CM高 统一4.5CM宽 买五送二
海口分类广告及夹报广告热线：66810111 66810582

简约而不简单、精致广告、收益无限

会所招聘
店长1名 厨师长1名 服务员10名 清
洁/洗碗工3名 薪资面议 13976997097

儋州峨蔓镇海水养殖场招聘
电工、保安15595866338周总

摩根酒吧高薪诚聘
正副总经理各一名，经理、主管、领
班、服务员、迎宾、保安、吧台、工
程部后勤主管各一名。保安领班、保
安员、后勤、迎宾、吧师、收银员、
小蜜蜂、营销数名。包吃住，待遇面
议，13078933975、36352666

蜀兴水电安装招聘
学徒，待遇2000-3000，包吃住。承接
各种水电安装，15289842176李经理

招 聘
沙发厂招缝纫工，电话：68922205

急招司机
男女不限，电话:15109884010

【家在海南】

投稿邮箱：nanguodsbys@sina.cn

卖水果的海南女人
一天早晨，我走出小区时，发现这

里突然多了一个水果摊，摊主是一个
四十多岁的海南女人。这个女人神情
惆怅，目光多愁，仿佛刚刚送走远行
的亲人。

据我最初几天进进出出时的观察，
她的生意并不好。小摊生意一靠吆喝，
但我从不见她吆喝，仿佛张口招徕客人
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退而求其次的是
靠陪笑脸，然而笑容在她的脸上更是难
得一现，哪怕装模作样的职业微笑都难觅
踪影。我便想，这样一个木讷的女人，身
后是个什么样的家呢？为什么偏偏跑来城
市勉为其难卖水果？

在城市里安置一个单薄的水果摊，她总
是从早上守到晚上，一副兢兢业业的样子。
很多时候我深夜归来还会看到她。其实，她
的水果样相很不好，可能采购时要的是便宜
货。我每次看到她时总有种莫名的心酸，有时
想掏钱帮衬她一下，但我曾经买过她的水果，
她的水果确实是品次味寡，往后我就很少光顾。

海南的春天最不像春天，清明节一过，海
口的大街小巷便热浪滚滚，劈头盖脸，连躲在树
荫里的流浪狗都不停地吐着舌头。这天中午太阳
同样放肆狂野，晒得呲牙咧齿的路人头重脚轻。
我也是一身汗水从外头回来，远远就看见她正弯
腰拾捡散了一地的苹果。她穿在身上厚厚的旧运动
服特别惹目——大概是她儿子弃穿的校服，背后印
着“某某中学”的字体依稀可辨。当我走近时，恰
好对面开来一辆小车停在了她的跟前，散在地上的
苹果不管不顾地挡住了车轮。这时她更加乱了手
脚，她一边偏头谦卑地对车主道歉，一边三三两两地
收捡苹果。车主是个年轻的时髦女人，对她的连声道
歉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只是目光冷冷地看着车前的
一切。我稍微放缓了脚步走过，脑海里不断疑问：是
某双粗暴的大手将她的水果撒了？还是某只鲁莽的车
轮撞倒了她的箩筐？

四月底的一个傍晚，淅淅沥沥下着夜雨，这场自
鸣得意的春雨一直从中午延续到夜里。有一朋友

忽然来电话，说刚好在附近办事，
要顺道看看我。我

撑

伞去小区门口迎候。
在这样一个行人纷纷急不可耐地奔向家门的雨

夜，我竟然还是看见了她，不由让我心里一凛。在
她日复一日摆摊的地方，她戴着海南特有的旧斗
笠，身披一张透明的塑料薄膜——这种薄膜我小时
候在农村很常见，现在人们普遍使用质地良好的雨
衣，很少有人再用薄膜遮雨——蹲在路边一心一
意守着她那让人看了就没有多少食欲的水果。

我在离她不远的地方站定。有很多人从她的
摊前经过，拖泥带水，但并没有人在她的眼巴巴
中停下脚步，试图问候她躺在箩筐里的水果。

湿漉漉的朋友终于来到我面前。就在我与
他拍肩握手时，他一眼瞥见身旁的水果摊，声
音夸张地喊了起来：我第一次登门拜访，岂能
空手？阿姨，拣大的苹果给我来十斤。

她听后马上精神一振，连声说好好好，
也许是过于激动，海南腔普通话穿过雨丝时
显得有些颤抖。然后，她便伸手左掂掂，右
摸摸，神情专注地拣起苹果来。

我怎能让客人当面给我买水果而不加
阻拦呢？于是，我便态度委婉地推辞。这
时她的眼睛望望望我，又望望他，神态卑
微地等待着某一张嘴里迸出的一槌定音，
连风吹跑了手里正准备装苹果的粉红色
塑料袋也顾不上。只见客人挥挥肥硕的
大手，顺水推舟：好说好说，既然你不
让买，我就客随主便了。说罢，两个身
影聚拢在雨伞下渐行渐远，剩下身后
一双失望的眼睛空空茫茫。

大概一个月后，她突然不见了，
她的位置被一个修鞋的男人占领。我
借擦鞋的机会试着向修鞋男人打
听，才知她来自海南中部农村，丈
夫前年出车祸丧失了劳动能力，变
成家里一个唉声叹气的角色，她便
将几亩薄田交由年迈的公婆耕
种，自己独自来海口卖水果，好
歹挣钱养大三个孩子。但是，生
意并不如她想象那样货真钱来，
她的水果生意连连赔本，最后连
房租都难以为继，只好草帽遮
颜悻悻回乡下。

□莫晓鸣

海南呵，海南
我 第 一 次 知 道 海

南，是缘于一部芭蕾舞
剧电影《红色娘子军》。

自此，我就把这块土
地深深地记在了心里，喜
欢着她的传奇色彩，喜欢
着她火辣辣的气质，喜欢她
热烈的抗争的精神，喜欢着
她的美丽、浪漫和神秘，心
生爱慕与向往，乃至缠绵悱
恻，魂牵梦萦。
《红色娘子军》，是一部不

以情节见长，却以美丽迷倒我
的作品。

影片的开头，画面一打
开，便是在一个地牢的柱子上，
用锁链锁住了一位像烈火一样燃
烧的姑娘，她身穿红衣，踮着脚
尖，高高地站立，顽强地扬着
头，大眼睛里射出像火焰一样的光
芒，胸怀剧烈地起伏着，她透露出
一种澎湃的激情、宁死不屈的意志
和誓死反抗的精神……

那是《红色娘子军》这部芭蕾
舞剧的女主角——吴清华。

从此，我就爱上了芭蕾。
芭蕾，像烈火一样燃烧的女孩，

娘子军，椰子树，木棉树，大榕树，
密林，万泉河，反抗压迫的战斗，还有
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黎族……海南
就是以这样的形象，来到我的记忆里。

海南给我的印象，是富于激情、洋
溢着浪漫、美不胜收、精彩绝伦，乃至令
人感到神奇、着迷与神往的。

但此后，随着读书与见识的增长，我
却陷入了一种迷惑里，感觉海南，似

乎并不那么美、令人
憧憬。

我渐渐知道了海南在一个非常偏僻、
遥远的地方，是中国的最南方，就是我们
的成语中所说的天之涯、海之角。而且那
里多毒虫猛兽、疝烟瘴气，溽热濡湿，热
病流行，山深林密，人烟稀少，是蛮荒不
化之地，那原就是一个流放犯人的地方，
历朝历代，只有对那些惩罚最重的犯人，
才流放到海南岛，如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一
样，流放到那里的犯人，即形同死囚。海
南岛现存的能寻访到的最著名的流放者的
踪迹，即有五公祠、苏公祠等，以苏东坡
流放到儋州，对海南的影响最大、最为著
名。而苏东坡在知道自己被贬谪到海南
时，曾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说到，到海南后
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制棺木，第二件事就
是寻找墓地……

海南，从来就是这样一个使人谈虎色
变、令智者远避、令流放者恐惧的地方。

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进
步，尤其在中国改革开放后，海南的地位
在迅速地改变和急遽地上升。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海南变成了中国
的第31个省，而且被划为经济特区。一时
间，中国的精英们，趋之若鹜，纷纷向海
南进发，到那里创业、谋求发展。

我一直没去过海南。但我有两个最亲
密的朋友，都去过。他们一个是创业者，
在海南奋斗了几年，掘得第一桶金，然后
回家乡开了一家服装加工厂，事业一直很
兴旺。另一个是一位作家，后来他虽然因
为某种原因离开了海南，但他一直非常怀
恋在那里的生活，说是要以自己在海南的
十年生活为内容，写一部长篇小说。

他们都告诉我，海南那个地方，气候
温热，长夏无冬，草木四季常青，花开不
败，风景秀丽，空气清新，蓝天白云，海
阔天空，人民善良勤劳，民风古朴淳厚，
无异于人间天堂。

我一直向往着，希望有一天能亲
临那一块土地。

【面朝大海】 □粟子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