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06
20202020年年22月月77日日

星期五星期五

□主编：郝 良

□编辑：蒋金洪

晚
霞
晚
霞

邮箱：
3213456266@qq.com

都
市
慢
生
活

转让租售

好消息

南外西环路699号（八
字口）黄金地段门市（二
楼）面积323平方米，营业
中，整体优价出售。

电话：18080151937

门市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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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上达州免费同步推送
达州日报社“掌上达州”“达州日报网”将同步免费推送，刊登
在便民栏的“信息直通车”里。欢迎扫码下载“掌上达州”。

@致业主
提供相关资料，办理简便快捷。
@致读者
使用本栏信息，请依法签合同。
@关于收费
小格600元/3周 1000元/6周
大格1000元/3周
@关于我们
咨询电话：0818—2377273
15182829150（微信同号）

咨询电话：2377273（周六休）
15182829150（微信同号）
地址：通川区通川中路255号

（文轩书店对面）
特别声明：本报未在报社外
任何地方设代办点

各类遗失广告
注销清算公告

达州日报刊登

（次日上午九点拿报，可快递）
出生证等个人证件遗失可微信办理

西外西客站下行
100 米金山南路门市
对 外 出 售 ，门 牌 号
205-231 号 ，门 市 已
对外出租，价格面议。
联系人：王先生
电话：13330833777

门市出售

二楼急售
达州西外金兰路十字路口
二 楼 商 业 用 房 急 售 ，
630m2，双证齐，出租经营
中，价格面议，非诚勿扰。
闫先生18519777377

西外有一库房及厂房
出租，面积约2000m2,整零
均 可 ，大 型 车 可 自 行 出
入。电话：13568163957

库房出租

西外棕榈岛有一旺铺
整体转让，现火爆经营中，
面积200m2,有意者面谈。
电话：18282969501

特色中餐厅转让

招生招聘

聘 四川心连心物
业南外警苑小区项

目部诚聘保安、保洁员数
名，60岁以下，工资待遇
优厚。18881869936

15181857478

张登诊所
诊疗胃肠疾病，只要是

胃病患者，都可以到店咨
询。地址：通川区荷叶街
372号（天桥下）
电话：18782877619

选购详询：2676111
更多优惠扫描关注“巴香汇”微信公众号

巴香汇 好货惠

地址：西外马房坝
（二小区）幼儿园旁

何记（何国建）
老面手工馒头
传统工艺 良心美食

小笼包、大包子
货真价实 天天营业中心广场地下商场黄

金门市出售，面积 31 平方
米。非诚勿扰。
电话：13108182733

门市出售

中国人寿达州
分公司招聘

时间：2020年1月1
日—2 月 29 日。要求：
22—50 岁，高中及以上
学历，身体健康，能正常
出席公司会议，参加培
训，渴望创业，有强烈的
事业心。名额：达州800
人。详见晚报 1月 15日
二版，详情可下载掌上达
州查阅电子版。

紫杉精品酒店隆重开业
紫杉精品酒店经营面

积 1200多平方米，有 38
间客房，酒店装修高雅别
致、环境优美，给您宾至如
归的体验（详见达州晚报
1月20日12版，可下载掌
上达州查阅电子版）。地
址：通川区胡家坝东巷11
号（达州市中心医院旁）
电话：0818—7921888

0818—7921999

从一月十七日幼儿园放寒假，
外孙回家巳经十九天了。至今，只
有十八和十九日这天出过家门，其
余时间全封闭在家里，未迈出过家
门坎一步。

作为只有 5 岁多的孩童，正处
在天真无邪，贪恋大自然，像自由的
鸟儿飞翔在蓝天，拿着网兜在旷野
追逐玩耍的无忧童年。而这一切的
童年美好画面，却被今年的冠毒无
情掐断。每天看到他们关在家里，
当外爷的我，感到阵阵心痛。

可我万万没料到，在这段持续
难熬的宅居中，这两个小小孩童，受
到电视和大人们的思想、言语、行为
的潜移默化，或许自身中国人的血
脉基因所致所喚，竟然在危难之时
表露出了他们爱国的童心童言。实
在出之我的意外，让我惊讶，让人心
慰。

当听到大人议论有外人总是想
欺负遏制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国，小
外孙一口接道：我长大要当空军，驾
上飞机，保卫中国。

当看到手机点播的电影《中国
机长》，大外孙边看边说：我长大也
要当飞行员，那位机长叔叔真行，救
了那么多乘客。

当关忙了，要求出门去玩玩。
大人们劝阻：防冠毒，你们的小伙伴
都呆在家里的。

他们问：冠毒它为什么这样厉
害。听完大人们的一通解释，他们
童声齐语:那些杀害，乱吃野生动物
的人好坏，蝙蝠乖乖的，又没惹你。

最让我高兴的是，在这段封闭
居家时期里，两个小外孙跟我更亲
近了，争着要跟外爷睡觉。其目的，
在早上一同起床，跟外爷学煮早
饭。莫不信，他们真还跟我学会了
洗蔬菜、煮稀饭、煎鸡蛋等家务事。
无形中锻炼了他们独立的生活能
力，真个闷中生乐子，另一番爷孙情
趣。

天天看着、陪着活泼天真、健康
成长的外孙，特别是看到他们有一
颗善良、正直的童心，我笑逐颜开！

居家抗疫享天伦

冠毒来袭，
宅在家里，
早起问自已，
宅着咋的？
打开电视机，
收看疫情讯息，
杜绝误传，
谣言别理。
看官网的，
宅、戴、洗，
三个字要牢记。
萨氏其奈何？
冠氏其奈何？
生活依然继续。

冠毒来袭，
宅在家里，
品茗问自己，
宅着咋的？
神会薄伽丘，
对付瘟疫，
阅读是利器，
所问披靡。
与其闷着，
何不计划，
破十卷八卷，
每天的太阳都是新

的。
萨氏其奈何？
冠氏其奈何？
生活依然继续。

冠毒来袭，
宅在家里，
独立问自已，
宅着咋的？
与世界通话，
接通手机，
光纤采访，
不关隔离。
细菌追不上音速，
病毒不能文字传递，
为逆行者鼓与呼，
及时见诸媒体。
萨氏其奈何？
冠氏其奈何？
生活依然继续。

冠毒来袭，
宅在家里，
案前问自已，
宅着咋的？
点击新建，
鼠标挥笔，
彩绘英勇抗击。
战神钟南山，
群英白衣天使，
众志成城，
试看天下谁能敌？
萨氏其奈何？
冠氏其奈何？
生活依然继续。

宅思宅行

2020年伊始，新型冠状病毒在
荆楚大地肆虐。为扑灭疫情，经中
央军委批准，解放军派出了3支医
疗队450人，于除夕夜（1月24日）
分别从重庆、上海、西安三地乘坐
军机出发，于当晚23时44分全部
抵达武汉机场，连夜奔袭，直抵战

场。2月3日，军队又抽组1400名
医务人员承担武汉火神山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肺炎专科医院医疗救
治任务。全国各地不断派出医疗
人员和援助抗病毒物资及生活用
品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为此
特赋诗二首。

众志成城奏凯歌

□秦亚龙（62岁）

□朱道元（75岁）

（一）
鼠年冠毒侵江城，泱泱华夏战疫情。
三军听令冲前阵，全民同心捍安宁。
披肝沥胆担大义，舍身忘死显贤能。
共克时艰斩瘟神，风雨过后彩虹明。

（二）
荊楚大地涤疫浊，中枢决策掌正舵。
八方天使担大任，三军豪杰耀雄戈。
全民防控个个勇，赤胆奉献处处多。
中华儿女无畏惧，众志成城奏凯歌。

□武礼建（7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