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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方晨

花匠老楚和他的老伴，住在芦湖上。芦湖
面积不大，靠近西岸的地方，密长了许多青芦，
而水也清清一色，赏心悦目，所以便成了小城一
大佳景之区，美名曰“芦湖”。一条长长的土堤，
通往楚师傅家漆成蓝色的小院门，途中一座拱
桥，堤上杨柳依依，每逢春光大好之际，便有黄
莺穿梭绿柳烟幕，很得“苏堤春晓”之韵。楚家
编竹为篱，木槿牵牛在竹篱上攀援，诸花开放之
时，如一锦堵环绕。院中只一所红房，其余开辟
为园地和花窖。四时花开不败，八节当春，璀璨
如一大片花瓣似的，在湖水中漂浮着。

楚师傅的老伴姓祁。老祁眉目慈蔼，与人
为善，也有称她为祁大娘的，然而熟识的人便直
呼老祁。她在大市场南端桥头一个瓦棚里，守
着一个花摊，里面排着三层红砖的长架子，一些
破烂的瓦盆堆在角落，其余地方便干干净净。
每每收摊还家，老祁将花盆装上排车拉着，棚内
便冷清清，时而有几片红黄的花瓣散落在地，凄
艳异常，如傍晚落日遗下的几片霞彩。人们都
知道老祁的花好，也全部以为是老祁亲手养出
来的。

因了花朵的芳馥与老祁的亲善，她的生意
很热闹，很多人即便不买花也爱往她的花摊边
站一站，停留一下，说几句闲话。

遇到买主欢欢喜喜地托起几盆的好花，老
祁便兴奋，感觉出劳动和交易的快乐，向买主
道：

“玫瑰花，十色的，就要有了。”
这句话对于她可能是全部的骄傲和幸福所

在，别人却只当是搭讪而已，从没有计较起来，
将谈话继续下去。

她含笑说完，望着别人远去。忽然觉得笑
在脸上停留了太久似的，待看到摆动的愉悦的
花朵，便收敛了。这些花儿，她想，真像永远长
不大的孩子。老楚，噫，像孩子一样总想那些世
上没有的事，不过，他总是能做成的啊。

除了花儿，老祁和楚师傅什么也没有。他
们没有儿女。按说，正当这个年龄的时候，也该
儿孙满堂了。可是没有。他们孤单单的，如果
没有这些花儿的话，真不知道生活会是怎么一
副样子。

“还能怎样呢？”她有些疲乏了，用手加在额
上，说，“能有一种十色玫瑰花朵朵挨着，满湖里
都香。可是，老头整天都和花儿说话哩。”她合
了一下松弛的眼皮，转过脸去。

老祁过早地宣布了十色玫瑰即将降临的消
息，那些架上的花儿被街风吹着，摇曳不定，也
像是诉说着花儿王国中不被人预知的事情。

我最初听她说这话时是在四年前。那时楚
师傅经常和老祁一起看着花摊。两人似乎一样
的年纪，楚师傅的精神也好，微驼的背要向前奔
跑似的。后来，一起车祸伤着了他的腿，在家养
了将近半年，伤好了就没再出来。老祁就一个
人在这儿照看着。

当初楚师傅本人对十色玫瑰也没有半句解
释。就字面意思大约能猜出个一二。老祁的每
次报告，都包含着许多令人不可体会的情感，而
且，似乎越来越在语调中掺加进了更多的希
望。她满脸梦幻般的神情，如自言自语般说出

那句话，仿佛已变成了花神，能够带给人间长驻
的艳丽的春色了。

那天，老祁对我说，他们要搬出芦湖。我吃
了一惊，好像将要失去什么东西似的，就和她一
起回家了。

我徘徊在岸边，夕阳将湖面照得通红。那
些芦苇在夕阳下摇曳，变成一大块流动的紫红
的烟雾。岸边树丛里的瓦房偶尔开了一扇窗
户，将阳光反射过来，如眨了下眼睛。

湖水沉静。隐藏着一个秘密似的，水面平
滑、凝腻、含蓄。

我好像陷入了另一个世界中，听不见街市
的嘈杂和附近工厂的机器运转声。一种美妙的
感觉如春夜和煦的风，轻轻吹起胭脂色的窗帘，
来到我的床前，温柔地抚摸我。想象和大自然
的契合带给人温馨与幸福的感觉。

我深深呼出一口气，抬头望向天空。一只
白色的鸟从芦丛中飞起，呖呖地叫着，在空中回
旋几次，便优美地落到芦湖中了。我看到了八
月的玫瑰烂漫地开放在穹顶，华光照耀着四寰。

在楚师傅家的一夜，花香与清爽的空气陪
伴着我，使我睡得又香又甜。听到双拐在地上
笃笃地来回敲动时，我睁开眼，从窗口向外望
去。朝阳从蓬勃的宁静的芦丛里缓缓升起，那
冉冉的步态使我忽然忘记了身边的世界。

我脑际回荡着一种美丽的语气，带着颂诗
的韵律和呢喃的疑问。

湖面上笼罩着朝阳的光辉。芦苇精神抖擞
地朝向天空，伸展着苍翠的叶片，白色的芦穗轻
轻飘浮，若有似无。

回过头来，看见楚师傅拄着双拐站在那儿
望着我。

“睡得好吗？”他说，又向前挪动了一下。背
还是驼的，要向前奔跑似的。

我点了点头。
“待一会儿来看看花吧。昨天忘了让你划

划船，天太晚了。你要是把船划到那片芦苇里
去，能看到不少的鸟，野鸭、白鹭什么的。一群
一群的鹅也都聚在那儿。”他说完，就摇晃着，唱
休止符似的走出去了。

我忽然产生了一种念头，——要了解一下
这两位老人伟大的计划。

八月的清晨，已有凉意。走入楚师傅的花
窖中，却如时光倒溯到阳春一般。一盆盆鲜花
整齐地排列在一层层的花架上，几支蝶形的花
枝从花盆中斜逸出来，而吊在窖壁上的常春的
花草，枝叶纷披，姿态绰约。

楚师傅走起路来很吃力，在上下台阶的时
候，还必须十分小心。我去扶他，他拒绝了。

“怎么样？”从花窖里出来，他颇觉自豪地问
我。他在一把有扶手的椅子上坐定，让我从窗
前的桌上拿过一只水壶，他倒出茶水，说道：

“老祁到摊上去了。早饭都留在锅里，我们
随便吃点好了。”

楚师傅很兴奋，如四年前一样，脸色白，浅
布了一片潮红，很动人。

饭后，我们攀谈起来，很快他说到搬家的问
题。原来，他们在这儿住了将近四十五年了。
这房舍坐落的地方当初是水中一块无人问津的
高地，门前那土堤是他们将它填砌成的。那时
候，他从父亲那儿继承了财产，很容易完成了这

笔开支。从他记事起家中就有搜罗奇花异草的
习惯，一直到他这代，称得上养花世家。

热爱花草可谓是人之一癖。这一癖所得，
全要有一副怜惜弱小的心肠，这一点做不到，癖
只可责，而无可敬了。

从他的话中，我得知这次逢上小城大兴土
木的热潮，连他居住的水中高宅，也有了一个很
古的名字，叫“隐士央沚”，说是某代名人高士曾
涉足于此，所以要作亭以念，长远地看，芦湖将
被开辟为风景区、公园之类。

“这个园子的花，是无法带走的。我又觉得
老了，这腿！”他慨叹了一声，用手拍了一下伤残
的双腿，——我从他热烈的目光中仍然察觉出
一丝苍老之色，“老祁精神也不济了。每天很少
睡觉，做着做着活，就想起事来，自己也不知道
想起什么，就那么干愣着。真要成道成仙的就
好了，到了那里，我也要管人间多养起好花，装
点装点呢。”

说这话时的一派天真，毫无遮掩地从他的
语气中流露出来。

“这好处是咱们自己知道的。活这么一天，
看见自己亲手种出的花儿一朵朵地开，”他微笑
了一下说，“你心里是多痛快！”

我看到太阳白白地在天空照耀起来，满院
的花朵晶莹欲滴，像是用七彩的玻璃制造出来
的。一只精小的麻雀落入花丛中，把一片的花
儿闹得乱摇，忽然又从绿叶的缝隙中钻出来，飞
到绕到开满牵牛花的竹篱上了。

“小家伙！”楚师傅高叫了一声，“放老实点
儿。嘿，涮涮翅膀吧，又小又丑！”

我不禁为老人的语气逗笑了，一边附和着
说：

“它听懂了似的呢。”
楚师傅有些不好意思地放低了声音，说：

“我天天和它们说话。真是的，有一个看着
我种花的人就再好也没有了。看到我的花儿的
人可就多了。”

接着，他说让我一个人划会儿船，他自己要
进行他的工作了。

“我走路不方便，最爱坐船。在船上我又会
觉得年轻很多。”他补充道，一边把我领到门口
堤旁边的一块石板上，指了指挽系在一棵柳树
上的蚱蜢小舟。

我跳上小船，解开缆绳，船就自动地漂移了
起来，离了岸边。楚花匠一边表示着他的担
心，——看我能否将船随意行驶到湖中去，且能
保安全，一边向我指点着芦湖的可去之处。

船在水面左右摇晃，我顾不得和楚师傅搭
话，赶紧坐在船的中间，使船渐渐平稳了。然
后，我均匀地摇起双桨，小船悠悠地驶向湖中。

碧绿的湖水在眼前展开，云影在湖面上移
动，小船破水的轻柔的声响似乎是绿水在诉说
着心中的愉悦。我高兴地低声吟唱。船行到芦
丛中停住了，轻轻地摇摆着。

箭形的芦叶，已经有些干枯，青色中透着微
黄。它们相互交织着，如一张美丽的网。

我惬意地仰躺在船上，闭上眼睛，让阳光透
过叶丛飘飘洒洒地落在我身上，我感觉到似乎
有无数热乎乎的嘴唇在脸上手上胸膛吻着，那
吻柔弱而深情无限。一阵昏然的意识袭击了我
的神经，带给它美妙的战栗。我的眼中似乎站

起了一个高高的白色的影子在舞动，渐渐地我
看清这翩翩起舞的影子是一只美丽的鹭丝。它
举颈向天鸣着，发着珍珠碰击的声音，清脆而觉
遥远。

“喂！”一声男人粗哑的叫喊传来。
我睁眼一看，原来小船被风吹到岸边去

了。一截烟囱在远处隐隐约约地站立着，像条
冷峻的地球的鼻子。

那叫喊的人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垂钓，见我
坐起来，向我友善地笑了笑。我连忙向他表示
歉意：

“我把你的鱼吓跑了。”
“不介。”那钓者应道，将钓绳拽上来，收拾

了一番浮子，又抛向水中，“是楚师傅的船吧，你
准是从他那儿来。”

“你认识他吗？”我问。
“说不上。反正谁要是喜欢花的话，向他要

就行了。不过，人要自觉点儿，给人的价钱可要
公道。别因人家不张口说，就白拿。”

这人一身工人打扮，穿了一件油渍斑斑的
工作服。他唇上的那撮胡子似乎也沾了油渍，
有些龌龊，但他一定是一个快活的人。

“楚师傅和祁大娘是从来没有过的好人，芦
湖边上的人家都是知道的，总是想着他们。听
说——”他停住了。浮子一粒一粒地下沉，那人
紧张地注视着。忽然，它们又浮上来，有些青灰
色的小鱼游到水面上。“听说，他们要搬了。你
是他的亲戚吧。——生生毁了他那花园子，他
们人老了，禁不住多大折腾。”

那人兴致勃勃地说了一大通。我要回去
了，他收起鱼竿，站了起来，收拾了一下脚边的
一只塑料水桶，掏出四五条尺拃把长的活鲫鱼，
用岸边的一根水草连成一串，准确地抛在我的
船头上。“送去吧，我再钓些。”他诅咒了一句，

“今天真少运，谁也不怪。”
我划起小船走了，早上的那个念头又冒出

来，而且迫不及待地逼使我要去寻问一下楚师
傅十色玫瑰的计划。

楚师傅看了看我手中的鲜鱼，没说什么。
我向他解释道：

“别人送给你的。我忘了问名字了，就是问
个姓也好。”

“没关系。”他小声咕哝着。
老祁还没有回家，她要一直到天黑收摊才

回来。我望着楚师傅一只手用毛巾擦着脸，迟
疑不决，思索怎样开口才适宜。老祁所说的

“十色玫瑰”根据是不确凿的，——因为楚师傅
一字也不曾提起，或许这连他还需要缄默，似
乎只有这样，“十色玫瑰”才能保持它的光辉和
芳香。如果“十色玫瑰”真是无稽之物，询问就
会剥夺老祁世界中那些神秘，这将非常残酷。
而且我相信是存在一个复杂的只属于一个人
的世界的。我已经感到“十色玫瑰”的虚妄：在
温室中它可能变成现实，但，对于一个普通的
花匠，这种实验如果没有普及的可能，就不存在
什么意义。

楚师傅有些疲乏地坐下了，他问起我游船
的情况，说起我刚踏上船时的急促模样，忍不住
微笑了。

在上午的阳光中，花香扑闪着翅膀飘到房
子里。秋天，这里仍然盛开着美丽花朵，湖水和

花香相融在一起的感觉使人安静畅快。我不禁
想起如果“央沚”的典故是有些杜撰的话，但决
不见得是离奇古怪的，在杜撰中潜伏着一种鲜
明的逻辑。

忽然我发现楚师傅暗中意味深长地打量
我，他的脸上展现出的一定是不曾有过的兴奋
的笑容。当老祁离家卖花和我不在这里的时
候，是他独自对了花儿——他的作品，和那又小
又丑的雀儿说话的。那种情景飘散着一种凄清
孤独的气氛。

“这些花儿真叫人可惜。”楚师傅说道，“你
望着它们，像是它们要和你说话似的。我给它
们浇水，它们说喝饱了，我给它们松土，它们说
舒服极了。看到你脸上有些愁色，它说干什么
发愁，闻闻我有多香，长得多好，说发愁是不管
用的，有它们，用不着愁。好多的话呀，你就忍
不住和它们说起来。”

我点了点头，说：
“真不知道它们会长出这种模样，却不长成

别样人家不喜欢不好看的模样，这就够叫人高
兴的了。”

“还有，它们是自己种出来的。”
楚师傅依然带着快意的笑容，说道：

“我一辈子养了多少花啊！”
“数不清。”
他像是猛地垮了下来，他是这样老，灵魂几

乎总要飞离肉体，而年迈的肉体总是极力地挽
留住它。从他肉体的器官中传出来一阵阵衰弱
的呼吸，似乎在说：“现在能够休息了吗？”接着
灵魂撒过一团火，在肉体上燃烧；那火焰的哔啵
中，又产生了一个崭新的充满力量的生命，说
道：“还有一样奇迹需要创造。”于是，它们拥抱
在一起，又是一个完整的他。

“可我就要培养出一种十色的玫瑰花了。
它要有十种颜色。四年前我就开始了工作。”

我立刻兴奋了起来，马上问：
“十种颜色，在同一株上，还有那么香吗？”
“是的。不用担心它的香味。我要留心的

是它们的后代是不是会回到原来的那副样子，
那真叫人生气，只做成一代，没有后代。没有后
代。成了孤本。”

“这些知识，不用说，要有许多技术问题，你
是怎么解决的？”我问。

“我想到怎样做，自然就会怎样做。在我想
的时候，是能够让自己不那么慌乱的。这可不
像儿戏，随便怎样。”

我真想亲眼看一下他这半成功的作品，可
是，我隐约感到自己的要求被拒绝是在情理之
中的。我没有提出来，而楚师傅也没有让我亲
眼看一下的意思。

“人们准会吃惊的。”我只是说。
“人们又要见到一种以前没有过的东西

了。每个真正的花匠都想这么做。”
我走上大街。秋风吹过，道旁美丽的法国

梧桐树上，叶片零零落落地飘向地面。天空多
变的云朵，幻化成一大株光芒四溢的十色玫
瑰。以后，我常常觉得有这么一株奇异的玫瑰
在微风中歌唱叹息。

秋天，那个平凡的秋天，结束了楚师傅和老
祁的养花生涯。芦湖上那个两个人的家，一座
绝世的花园，就这样永远地消失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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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像是猛地垮了下来，他是
这样老，灵魂几乎总要飞离肉
体，而年迈的肉体总是极力地挽
留住它。从他肉体的器官中传
出来一阵阵衰弱的呼吸，似乎在
说：‘现在能够休息了吗？’接着
灵魂撒过一团火，在肉体上燃
烧；那火焰的哔啵中，又产生了
一个崭新的充满力量的生命，说
道：‘还有一样奇迹需要创造。’
于是，它们拥抱在一起，又是一
个完整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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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新乡红旗区渠东办事
处纪工委，以“五全”服务为抓手，通过
社区“e岗通”智慧服务系统，为居民
提供全方位服务体验。一口受理，全岗
都通。社区工作人员不仅要精通自己
所管线，还要通晓其他线的基本流程。
错时服务、全年无休。周一到周六早八
点到晚八点不间断接待群众，节假日实
行值班制度，打造全年无休的服务窗

口。全覆盖走访、精准服务。按照分管
的网格，全覆盖入户走访，细致了解群
众的需求、服务对象的状况。线上线
下、全方位的服务。居民可通过关注小
程序，进行线上咨询问题、预约事项办
理等。全视角提升社区形象。打造“书
房式”社区，并把社区原有的各种上墙
制度，集合成制度台的形式，方便查
阅。 （张巧莉 刘谦）

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根据郑
州市金水区人大常委会统一部署，启
动“迎民族盛会 庆七十华诞”城市环
境综合整治提升主题实践活动，切实
发挥驻街道各级人大代表作用，有效
推动街道综合环境整治提升。一是
创新活动形式，发挥人大代表及新阶
层人士的模范引领作用，号召组建志
愿者队伍，参加街道各系列志愿活

动；二是组织“五个一”专题视察走访
和接待选民活动，以进楼院、入网格、
访选民、查路段等形式听取选民心
声，检验治理成果；三是组织人大代
表及新阶层人士参加“民意乐享”居
民群众自治项目，为推动居民共治自
治、改善城市管理和服务的效率、提
升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发声发
力。 （郭宁）

今年以来，新乡红旗区向
阳街道纪工委坚持常抓不懈，在
日常监督上下足功夫，做实做细
不留死角，让机关干部习惯在监
督下工作学习和生活。思想学
习日常化。抓学习、强信念，观
看警示教育片，组织集中学习、
小组学习，为广大干部敲警钟，
上半年共组织各类学习 30余
次，起到了良好效果。制度规范
常态化。认真执行“三重一大”
有关要求，进一步修订和完善公
务用车制度、考勤制度等，定期
对有关情况进行通报，督促机关
干部自觉提高纪律意识，遵守工
作纪律。纪律监督严格化。纪
工委加强对社区、村“小微权
力”的监督检查力度，确保权力
运行科学，做好重要时间节点前
后的纪律作风督查，并严肃查处
各类“四风”问题，把好廉政关
口。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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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全”服务更贴民心

多举措助力城市环境综合提升

卫
辉
市
邮
政
分
公
司
：
扎
实
推
进
党
风
廉
政
建
设

自6月份以来，卫辉市邮政分
公司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在卫辉市委市政府
的正确领导下，为营造凝心聚力谋
发展的良好局面，进一步加强党风
廉政建设，卫辉市邮政分公司党支
部书记王长青多次组织全体党员
干部进行集中政治学习。

该公司强抓制度落实，积极
组织开展政治学习，进一步加强
员工思想教育，把党风廉政建设
的各项活动落到实处，推进反腐
倡廉工作进程，打牢拒腐防变的
根基。领导重视，党员带头，强化
领导班子的表率作用，树立良好
形象，为基层员工作出榜样。

为营造良好的发展氛围，该公
司坚持政务公开，强化民主监督力
度，开展民主评议，推进廉政建设，
使教育在前，预防在先，铲除滋生
腐败的土壤和条件，警示全体党员
干部严格按纪律、规矩办事，做到
心有所畏、行有所止，切莫踩红线，
踏禁区，扎实推动反腐倡廉工作再
上新台阶。 （徐静新）

“上月，咱们居委会收房租20.9万
元，幼儿园基建支出 50万元……”这
是濮阳县城关镇红旗居委会会计谷明
胜在通报上个月集体资产收支情况，
监督委员会委员王连群在仔细核对后
表示没有异议，在账目明细上签了
字。今年6月，濮阳市印发了《濮阳市
廉洁乡村规范化建设方案》，要求每月
5日召开月工作例会，各村村务监督委

员会及时与村“两委”相关人员沟通对
接，并抽调纪检干部分派到 124个示
范村（居），列席村务监督委员会月例
会进行指导，并对召开时间、参加人
员、会议内容等进行了明确规定。同
时，为检验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对监
督委员会权利、监督程序等知识的掌
握情况，不定期对监督委员会成员进
行测试。 （常军捧 李程瑞）

实行村务监督月例会制 破解基层监督难题

吸收合并公告
经合并各方公司股东决定：中石化

华北石油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1000006001384XP）吸收合
并中石化华北石油工程咸阳三普油田服
务 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10400305727008J），合并完成后中
石化华北石油工程咸阳三普油田服务有
限公司依法注销，中石化华北石油工程
有限公司续存，中石化华北石油工程咸
阳三普油田服务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均

由中石化华北石油工程有限公司承继，
请相关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45日内，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
提供相应的担保，特此公告。

中石化华北石油工程有限公司
中石化华北石油工程咸阳三普油田

服务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