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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文 苑

一、补贴对象。经市中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认定
的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包括：大龄失业人员 （女性满
40周岁、男性满50周岁的原市属、市中区区属国有或
集体企业失业人员）；城镇零就业家庭成员；残疾人
员；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员；抚养未成年子女 （未满
16 周岁或在校学生） 的单亲家庭成员；戒毒康复人
员；刑满释放人员；家庭经济困难高校毕业生以及复
员转业退役军人、驻枣部队干部随军家属及离校1年内
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等人员。

二、补贴范围。对以非全日制、临时性、季节
性、弹性工作等形式就业 （不含领取营业执照的个体
工商户）、并已办理灵活就业登记（以“山东省公共就
业人才服务信息系统”记录时间为准） 且以个人身份
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就业困难人员、离校1年内未就业的
高校毕业生，可向户籍所在地街道 （镇） 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所申请社会保险补贴。
三、补贴标准和期限。补贴标准按市中区规定的

缴费标准和比例给予一定的社会保险补贴 （仅限于养
老、医疗保险），不超过其实际缴费的2/3。社会保险
补贴实行先缴后补。除对距法定退休年龄 （以档案年
龄为准，提供档案管理机构出具的有关证明材料及复
印件） 不足5年 （60个月） 的就业困难人员可延长至
退休，其他人员最长不超过3年（以初次核定其享受社
会保险补贴时年龄为准） 且期满后不得重复申请享
受。离校1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补贴期限最长不超
过2年。

四、申请补贴材料。1、《就业创业证》原件及复
印件或高校毕业证书及复印件；2、灵活就业证明材
料；3、本人签字、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所盖章确认的

《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申请表》（注明从事灵活就业

的岗位、地址和缴费情况等内容）；4、社会保险费征
缴机构出具的社会保险缴费明细账 （单）；5、本人在
街道 （镇）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机构指定银行开设的
账号。

五、补贴程序。按照《枣庄市就业补助资金管理
暂行办法》（枣财社〔2016〕57号）有关规定，符合补
贴条件的灵活就业人员应于8月20日前 （逾期不再办
理） 将上述申请材料送户籍所在地社区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服务站，社区进行汇总、公示后送街道 （镇） 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所，街道 （镇）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所
对申请材料、申请人的身份、就业登记情况、参加社
会保险记录及收入情况进行核实、汇总后，报区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审核后，人社部门按规定将
资金支付给申请者本人，并在灵活就业人员所在社区
进行公示。

其中：就业困难人员、离校1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
业生实现灵活就业后，要向街道 （社区） 申报就业，
按规定进行就业登记并及时缴纳社会保险费。如未在
当年提交补贴申请，视同自动放弃社会保险补贴资
格，原则上不予补发。

六、其他。已经申领社会保险补贴的灵活就业人
员有以下情况之一时，停止社保补贴：

1、已领取个体工商营业执照；2、被用人单位录
用；3、终止就业；4、未缴纳社保费；5、未按规定进
行灵活就业登记；6、享受社保补贴期限已满。

枣庄市市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二〇一七年七月五日

市中区2017年灵活就业人员申请社会保险
补贴公告

□余春明

夏天来临，随着温度的升高，蝉的叫声越
来越响，仿佛是难耐酷暑，拼命地喊热。特别
是在中午，火球般的太阳炙烤着大地，天空中
不见一丝云彩，所有的鸟儿都躲到树林深处，
不敢出来，当然也就没有鸟叫声。于是，蝉们
此起彼伏的叫声连成一片，犹如优美的大合
唱。夏天是蝉的世界，也为童年的我们带来了
无尽的乐趣。

每到暑假，小伙伴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
捉蝉。哥哥带着弟弟妹妹，小孩子跟着大孩
子，在房前屋后的树林中转悠。

蝉可以直接用手去捉，这一般是爬在离地
面不高的树干上的。它有没有听觉我不清楚，
但一定得蹑手蹑脚悄悄地靠近它，出其不意地
迅速出手，才有可能抓住。因此，一旦发现树
上有蝉，大孩子一定叫小孩子在远远的地方站
着，自己才慢慢靠过去。此时的蝉正翘起屁股
忘我地鸣唱着，一不小心就成了我们的掌中

之物。
除了速度快，捉蝉还要讲究技巧，要不

然，即使抓住了，也是只死蝉。所谓技巧就是
抓时手掌要拱成锅蓬状，中间是空的。按住蝉
后，不致于不小心把它打死。蝉受到惊吓自然
会飞，碰上空手心的一刹那，迅速收拢五指，
握成空拳，蝉也就跑不脱了。

趴在小孩子能抓得到的树干上的蝉并不
多，而且一不小心就会马失前蹄，让它溜之乎
也。记得那时候，没有比屏心静气卯足劲伸手
去抓却让它飞跑了更失望。对于高不可攀处的
大树枝上的蝉，我们也有办法。这个办法当然
不是爬树，爬树造成的激烈晃动会让蝉远走高
飞的。我们会借助竹竿，做成特殊的捕捉工
具，称之为“蝉罩”。

竹竿一般三米左右，用剖开的竹篾弯成气
球状的圆圈，竹篾的两端插进竹竿顶端的竹筒
里，圆圈可大可小，大的似排球。做好后就到
茅厕附近的偏僻处找蜘蛛织的网，记忆中的蜘
蛛网很多很大。我们将竹竿举起，圆圈捅向蜘

蛛网的中央，再作旋转运动，蜘蛛丝就全蒙在
竹篾圈上了。如果一个蜘蛛网不够，就多蒙几
个，达到一定的粘度就行，这就是捕蝉罩。

别小瞧这个捕蝉罩，可是蝉们的天罗地
网。只要高度足够，在这个范围内，不说万无
一失，也可讲手到擒来。当然还是要小心，别
弄大了动静，否则罩未到，蝉已飞，干吞唾
沫。不过只要罩住了蝉，由于蜘蛛丝的粘性大，
蝉的翅膀被牢牢地黏住，它也就在劫难逃了。

小孩子贪玩，抓蝉的过程就是玩；而抓到
蝉后还有很多玩法。在家里偷来母亲缝衣的丝
线，直接拴住蝉的脚，任它在天上飞，就是逃
不出我们的手掌。惹得弟弟妹妹跟在屁股后面
跑，哭着闹着要玩，没办法，给了他们再去
抓。没有那么多线的话，就把蝉的双翅剪下一
半，看它们扑腾着残缺的翅膀飞起又摔下的情
景。现在想起来，这种荼毒生灵的恶作剧，那
时反认为有无穷的乐趣，真的很幼稚。

家乡的蝉有嫩老之分，其实就是两种不同
的品种，嫩的永远长不老，老的生来就是老

相。嫩蝉灰色，个头小；老蝉暗红色，个头稍
大。嫩的叫声婉约动听，老的浑厚苍凉，而且
会叫的都是雌性。雌雄的区别在于形体的不
同：雄的腹部尖而小，没有雄的圆硕。小时候
我们不知道小小的蝉叫声为何如此大，仔细观
察后才知道它们颈部两边的壳里各有一张薄
膜，叫声就是从这里发出的。于是，又有了一
个玩法。我们每抓住一只蝉就会有针尖将那层
膜刺破，它们也就叫不出声了。

不知听谁说，蝉烤熟了还可以吃。在那个
物质生活艰苦的年代，这对我们总闹吃不饱的
小孩子而言无疑是种诱惑。有一次，几个小伙
伴抓来好多老蝉，在操场上点起火。还别说，
那香味真的沁人心脾；虽然充满了烧焦味，但
我们还是吃得很开心。记得吃蝉的经历就只有
这一次，不知什么原因，也许是大人们不准我
们玩火吧，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吃过，而那香
味，包括蝉带给我们童年的所有乐趣却深深地
留在记忆里。

（作者系江西省南昌市文学爱好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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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春萍

阳光普照，莲叶荷田田。清辉四溢，每一
片荷叶都坚定透出光的自在与安然；一枝白莲
优雅地轻移莲步，于片片碧荷中淡定走出……
天空一时间云卷云舒，一瓣莲花轻轻打开内
心，吐露夏的芬芳；有蝴蝶蜻蜓闻香纷飞而至。

风吹荷动的池塘，声声蝉鸣里，皱眉沉思
的水面忽然漾起了一圈圈波浪；凉风温柔地吹
向四面八方，可是风儿的方向，怎么也吹不熄
夏日铺天盖地的阳光……听风一声喊，一瓣莲
花轻轻打开内心，一枝忘记睡懒觉的白莲翩翩
行来；舞动轻盈双翅的蜻蜓蝴蝶们，环绕你敞
开的怀抱，慢慢放缓了心跳，一起绽放，一荷
塘水一样，滴翠流香的；笑颜。笑颜里，有一
瓣莲花内心深处无处不在的细腻与柔软；笑颜
里，有整个夏天生命中无所不能的豪放和坚韧。

明眸浅笑间，一些在碧水里直立行走的荷
叶渐渐垂下臂膀；夏天的颜色也纷纷滴落池塘
——浴水而开，一瓣莲花轻轻打开内心，打开
通向无限多种可能奇妙世界的通道；让阳光自
由出入，内心欢快流淌的声音溢满一池碧水
……一直在枝头注目凝视的小蜻蜓，满脸崇拜
地由衷赞叹一句：“真美！”红透薄薄羽翼的笑
意，一不小心就被旁边的花蝴蝶不动声色地渲
染开去，成为夏天一道美丽的风景。

深邃的天空一片湛蓝，朵朵白云在那片湛
蓝深邃的云海里随心所欲地游来游去；一不小
心，就从天上游到了清凉无比的池塘里。

水面上除了东一汪西一汪漂来漂去的有趣
水生植物浮萍外；还有一大片一大片想要摘下
天上朵朵白云的伞一样的碧绿叶片，那是一枝
枝在充足的光照下使劲儿向上生长着的荷莲。
它们在一池碧水中尽情释放那种蓝天白云也无

法压制的承天接地的蓬勃气势，在阳光下昂首
直立。仰望高高的天空；悄悄摘下朵朵白云，
小心地把它们一一藏入水中……微笑着轻抚耳
畔的阵阵凉风，沐浴着金色的阳光渐次丰盈饱
满起来的一粒粒莲蓬，不知是不是也觉得这样
的行为看起来有点像“小偷”，这样的想法让它
们顿感娇羞……“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别样红！”一片片荷叶遮掩了一缕缕火热的阳
光，夏天也无法克服一道道清爽；那些藏在水
中的云朵纷纷浮出水面，开成了一朵朵天使般
洁白美丽的花儿。

风儿抓起一把把阳光，撒手涂抹在一片片
荷叶上。临水照花，浮光掠影……一荷塘的碧
水一时间溢彩流光、滴翠流香，荷花们再也无
法忍住内心的无比欢畅；美丽夏日，在荷塘里
汩汩流淌……

（作者系四川省雅安市文学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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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来森

张潮 《幽梦影》：“春听鸟声，夏听蝉声，
秋听虫声，冬听雪声，白昼听棋声，月下听箫
声，山中听松风声，水际听欸乃声，方不虚此
生耳。”

方不虚此生，言下之意，“夏听蝉声”，乃
人生快事之一也。

确然如此。夏日蝉声，怎么听都好。
不过，位置和角度不同，其情味，却也有

些不同。
比如，林边听蝉，树木密集葱茏，夏蝉云

集；一蝉鸣响，众蝉呼应，此起彼伏，阵阵如
雨，所以，我们就素以“蝉雨”二字，来形容
之。“蝉雨”二字，真好，不仅不给人一种聒噪
感，而且还送人一份清凉透爽、温润熨帖的
快意。

而，深巷蝉声，则别具一份情味。
深巷，如今在乡村已经很少见了。但在从

前，大凡比较古老的村庄，总会有几条幽深的
长巷的。巷子，极其狭窄，勉强能通过一辆小
推车，能两人并行，若然有一人牵一头黄牛走
过，对过的人，就必得蹩身闪开。地面上，通
常铺满青石板，经年的岁月摩擦，青石板变得
光滑、明净，散发着青莹莹的光；巷子的两
边，住户对门而居，每家每户都有一个小庭
院，庭院内栽植着几棵树，比如，一棵梧桐，
一棵枣树，一棵榆树，或者一棵其他的什么
树；若然是百年老户，通常是老宅苍苍，老树
苍苍，庭院古意盎然；夏日里，老树婆娑，枝
叶纷披；地面，绿荫匝地。

一到夏天，庭院中的古树，就落满了蝉。
若然你站立巷口，蝉声响起，小巷幽深，

那蝉声蜿蜒而出，即如溪水潺潺，正顺着青石
板潺湲流淌而出。蝉声，有一种婉约、杳渺之
美。顺着巷口，向小巷深处走去，一路行走，
一路蝉声，蝉声并不密集，疏疏落落，那份疏
落，自生一份悠然的闲适；有时候，一蝉独

鸣，如古筝独奏，嘶嘶悠悠，那份吟唱，便不
免生发出一份地老天荒的苍凉感。

那时候，我们家的庭院，居于一条小巷的
右侧。

庭院中，栽有三棵梧桐树，每棵梧桐树都
有一搂抱粗。枝枝杈杈，伸展开来，几乎遮蔽
了整儿庭院。蝉，似乎特别喜欢栖落梧桐树；
蝉盛时节，梧桐树粗粗细细的干枝上，都踞满
了蝉——满树熙攘。

中午，我喜欢拖一领草席，树下乘凉、午
睡。人躺在草席上，难以立即入睡，便欢喜地
仰着头，看树上的蝉，蠕蠕而动，听树上的
蝉，阵阵鸣响。蝉的鸣叫，是极有规律的，总
是一蝉鸣响，众蝉呼应，叫一阵后，就缓缓地
停止下来，进入一种近乎死寂的状态。如此循
环往复着。有时候，也会出现仅仅几只蝉鸣响
的情况，那声音，就特别的嘹亮而悠远。

多年后，我读虞世南的《咏蝉》诗，其中
“流响出疏桐”一句，真真是让我大有会意。

圆月的夏夜，晚间，我们全家人都喜欢在
庭院中纳凉。

梧桐，枝柯疏朗，月光透过树枝间的缝
隙，落在地面上，斑驳细碎，迷离醉人。皎洁
的月光照在树上，则时常惊得树蝉，哗然鸣
响。夏夜，幽静而深厚；老院老宅，苍茫而古
旧；蝉声哗然而响，就格外地响亮、惊人、拥
挤，仿佛角角落落，旮旮旯旯儿都是蝉声，蝉
声弥漫庭院，无处不在。

姚合《闲居》“满宅是蝉声”，真真不虚也。
刘沧《寓居》诗中，有一句曰“古槐深巷

有蝉声”。我觉得，刘沧似乎对生活缺乏切实的
认识，因为，蝉是很少落到槐树上的；不过，
我喜欢“深巷有蝉声”几个字。

深巷、蝉声两个意象，诗意饱满，让人生
发一份怀旧的情绪，让人生发一种对本色乡村
生活的向往。

哎，从前的深巷，从前的蝉声……
(作者系山东省昌乐县文学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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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艳霞

时下，野炊成了一种时尚，被年轻人当作
新宠。

炎炎夏日，在野外，在河畔或者沙滩，随
处可以见到三五成群，或者成群结队的年轻
人，聚集在一起共餐，那气氛煞是热闹，让人
嗨也嗨不尽。

野炊，不仅带给人们快乐与惬意的享受，
还带有一种浪漫的色彩，让生活情趣淋漓尽致
地流溢，这就是野炊的魅力所在，是现代人追
求生活品质的体现。

在汉语大词典里，野炊，就是在野外烧火
做饭的意思。在战争频发的远古，部队行军在
野外，必须风餐露宿，那是古代时的野炊，充
满着无奈和动荡与不安；近代战争史上，中国
人民解放军宁可冒雨野炊，也不给老乡们添麻

烦，这种野炊，是一种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
是军爱民的生活作风。而现代的野炊，仅是在
野外生火做饭，已经被当人们当作一种娱乐和
消遣。

不同的时代，野炊的意义迥然有异。
野炊最早出现在原始时期，野餐，是人类

最早的果腹方式。茹毛饮血的类人猿，通常群
聚在一起，围坐的篝火前，享用烤熟的野味，
简单地度命和生活。这种就餐方式，随着文明
社会的进步，经过漫长岁月的淘砺，竟然经久
不衰，并成为现代烧烤的起源。当这种饮食方
式，被时代重新赋予了饮食文化的内涵，不仅
被人们推崇，并且愈加的炉火纯青了。烧烤与
野炊绑定在了一起，风靡烈烈夏日，让饮食文
化更加如火如荼。

现代的野炊，完全去掉了过去野炊的无
奈，动荡与不安,相反,它成了人们愉快度假的一

种选择。野炊是缓解疲劳，放松心情，释放情
感的熨贴，对于排遣工作和精神上的压力十分
有效。野炊又是人们追求返璞归真，渴望人与
自然深度融合的美好憧憬。野炊，被演化成为优
质生活的品标识,被人们当成了一种精神享受。

随着饮食文化的日新月异，野炊不单单限
于烧烤，野炊的食材也丰富多彩,除了羊排、牛
排、猪脚、鸡翅、鱿鱼等副食品外，蔬菜、野
生植物菌类，海鲜、活鱼活虾、新鲜的山珍野
味等等，都可以烹调出美味佳肴。除此之外,野
炊的炉灶搭建具有一定的技巧，需要根据地理
环境来确定。

每当参与一次户外野炊，便对生活有了一
次新的体验。平时，人们常常抱怨“喝嘛嘛没
味，吃嘛嘛不香”。可是，当同样的食物，拿到
野餐上，立即变得别样的诱色可餐，吃起来津
津有味，口舌生津。这正所谓：用的是野炊，

品的是野味,咀嚼的是生活滋味，享受的是自然
风光，回味的是甘醇的友谊, 而友谊就像是滋味
甘醇的美酒,使人回味无穷，盈溢着生活之美。

当人们置身于秀美的大自然山水之间，高
山与流水可当御医，野炊是一张平复帖，使人
内心的焦灼和疾患，一扫而光,随炊烟飘走，这
应该是“世外桃源”，也正是小隐于野的境界。

野炊,这种休闲娱乐的度假活动，能够丰富
人们生活，增添生活乐趣，卸载精神压力，给
人带来种种幸福的感觉。然而,这种幸福就像一
场烟火，转眼即逝，注定不可能久久萦绕生活
当中。

而在我看来, 野炊的真正意义不仅在于休
闲娱乐，重在提醒人们，当置身于和平,安定的
环境中, 应该居安思危，熟练掌握野外生存和
防御能力,为自然突然袭来的种种风险做好备战!

（作者系黑龙江伊春市文学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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