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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情流淌

她是我的发小，我们一直没
有走散过。

记得小学时，有个同学不知
道因为什么事挑剔我，我自己都
没听清，她几乎是跳起来，张开
双臂护住我说：“她是新同学，你
们不要欺负她！”我新转入的这
个学校、这个班级瞬间不陌生
了。

我一直记着这个温暖美好
的画面，并因此收获了一枚美丽
的小姐姐裘新红。我说她美丽，
一点都没有滥用这个词。除了
有一双长长睫毛的大眼睛之外，
她有一头天然卷发。她长长的
头发编成两根麻花辫儿，刘海和
辫梢都自然卷曲着。同学们都
说，她和我们大家不一样的，因
为她妈妈是新疆人。

在上世纪 70 年代，女生的
审美基本以京剧样板戏中的女
主角为偶像。当时，有位叫杨
春霞的京剧演员，人气赶超现

在的“超女”。她在样板戏《杜
鹃山》中扮演的党代表柯湘一
角红遍全国。柯湘的剧照、宣
传画像网红抖音一样深入人
心。爱漂亮的女孩，几乎都模
仿过刘海、发梢略带弯曲的“柯
湘式”短发，“柯湘头”绝对是一
个时尚名词。

而那时理发店的功能非常
单一，就是剃头、剪发，基本没什
么烫、焗、染等美发项目。爱美
的女孩都煞费苦心地发明出各
种土法烫发，比如，用夹煤球的
火钳，在煤球炉中烧红后，来烫
刘海和发梢。这种操作得非常
留神，稍微一个不小心，立马就
会焦头烂额。为美丽所冒的风
险一点不亚于动刀动剪地整容。

就这点来说，新红是个很幸
运的人，都不用花钱，不用冒险，
不用煞费苦心，美丽就那样与生
俱来了。不过在我眼里，她天生
的善良，超过了她的天生丽质。

和许多美丽的小姐姐不同，她一
点都不傲娇，还常怀一颗保护弱
小的侠义之心。我把自己划归
弱小，是因为那时坐最后一排的
她身高有一米五十好几，班级里
大多数同学都在一米四十以上，
而坐在第一排的我，不管怎样踮
起脚尖，也才一米二十九，而且
一米二十九了许多个年头。

上中学时我们分开了，因为
她奶奶家拆迁，她就住回到自己
父母家去了。后来，因为我的一
句抱怨：“你不在，总有人欺负
我。”她居然趁她爸爸出差自作
主张，转学过来又和我同班了。
为了这事，她没少挨她妈妈的数
落。毕竟，她是从杭州一中（现
为杭州高级中学）转出来的，虽
然那时还没有重点非重点之分，
但那毕竟是出过鲁迅、李叔同、
朱自清、徐志摩、丰子恺、金庸等
大咖的名校。就转学这事，足以
证明，她对我的友情确实超越了

“两肋插刀”的级别。
前两年，我为了和年迈的父

母住在一起，想买一套价格能够
承受的房子。住城西的我只有
向更偏远的郊外无限西进。和
我一样不会开车、住在城南的她
多次换多路公交车陪我一起看
房子，一直到我找到合适的房子
为止。若是她一个人可以说了
算的话，估计她早就遂了我的愿
望，搬家来做我的邻居了。

这些年她一直就在做我的
姐姐，处处罩着我。有时，我随
意一句“真好看”，她的衣服、发
饰、手链、包包等就成了我的。

从小到大，总听人情不自禁
地说她长得好看。而我认为她
最好看的不是接近完美的脸型、
精致的五官和娇小的身材，而是
她一直以来对自身的美不自
知。这种不自知并非她真的傻
到对自己的美貌毫无知觉，而是
她从来不把美貌当炫耀的资本，

也没想过要靠颜值谋生。
和绝大多数高考落榜后的

高中生一样，谋一份平常的职
业，兢兢业业做到退休；一心一
意相夫教子，过着平常而温馨的
日子；学习各种知识技能，心灵
手巧，善织能绣，退休后又去学
摄影，成了中国摄影家协会会
员。真的，上苍并没有因为她美
貌而特别厚爱她多给她些什么，
一切全靠她努力完善自己所得。

常听人说，好看的女人最不
经老。而她却有点意外地一直
好看着，一直年轻着，岁月无
痕。就像她的名字，一直新，一
直红。

有人说她心态好。没错！
常怀一颗平常心，不怨天尤人，
不哀叹红颜薄命，不心高气盛，
随遇而安，知足常乐，这其实就
是她对天赐美貌最大的珍惜。
好看一生一世，就是这类女人最
大的福报。

岁月如歌

发小好美
■王珍

茶几上的花篮，稻草色的
篮子，弯弯的把手，大朵小朵的
鲜花，红的、白的、粉的、紫的，
在绿叶的衬托下，高高低低，错
落有致，甚是漂亮。这是上周
工会组织女职工开展“健康月”
插花活动的成果。这些巧手
们，不但手巧，插得一篮子漂亮
的花，还特别有心，将成果与男
同胞分享。

一篮鲜花放在茶几上，远
看、近看，左看、右看，都很
美，整间的办公室，也因此倍
感温馨。“花容月貌”“花样年
华”，花是美好的象征，是美的
隐喻。一篮鲜花，一次活动，
寄托着企业、职工对美的追
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鲜花
送给你”，这一篮篮的鲜花，不
止要送给男职工，更要送给女
职工自己，还有各位的家人
——以花为媒，藉此表达对自

己、对家人的一份关怀，一份
爱。

送花到我办公室的小冯，
在微信留言中说，可以把花带
回去，送给家人。我走过路过
读过，结果却忘了。周日傍
晚，妻子陪我到办公室，发现
有花——一篮子素雅、漂亮的
花。她诧异了：哪来的，谁送
的？更要命的是，几天来我竟
忘了浇水，眼见花朵已经有些
枯萎。我说了情况，也表达了
歉意，感到确实对不起鲜花，
也对不起可爱、手巧的女职工
女同事。妻子听了，直感叹：

“好没有情调，就算不带回来
给我，也可以送给别人呀。”

我一听，也觉得是，不过又
瞬间迷糊：这花，除了她，我还
可以送给谁呢？茶几上，花篮
静静的。花篮送给谁？我不知
道，未曾想过。

傍晚时分，忽然接到一个电
话，说是有一副非常难开的桌
游，总算凑到人了，问我要不要
加入？

当然要啦！望着窗外连绵
不断的细雨，我没有丝毫的犹
豫，决定立即出门。

“妈，我去打桌游啦。”临出
门前，我扯开嗓子对着厨房喊了
一声。

“什么桌游？这么个落雨
天，还急煞活煞地出门，你不要
被人骗咯！”

唉，真是无语。反正一下子
也说不清，我撑起雨伞就开门踏
进了雨中。

我要去的这家桌游店，离家
有十几分钟的车程，不算太远。
不过想到这么难开的桌游终于
可以开战了，这种激动人心的时
刻，当然要跟最好的朋友分享
啦。于是我特意绕了点路，把最
要好的闺蜜果果给拉出了门。

“你不是要玩吗，今天的桌游
很不一样，要玩当然就要有一个

好的开始喽！”我对果果眨眼道。
“别给我打哈哈，老实交代，

是不是有帅气的小哥哥？”果果
用洞若观火的口吻说道。

“男生嘛，是有不少，不过算
不算小鲜肉，待会儿就要你自己
判断了。”

嘻嘻哈哈间，我们不知不觉
便到了目的地。推开桌游店的
门，服务生一眼就认出了我：“狼
人包，都set好了。”

这是店家和熟客之间的暗
语，虽然只是一个包厢的名称，
却让人特有归属感。

“狼人包”在走廊的尽头，半
透明的玻璃墙给人私密又不压
抑的感觉。我熟门熟路地走进
包厢，发现桌上已经摆好了精美
的道具，桌边的五个人正在讨论
着游戏规则。

玩过桌游的人都知道，一般
桌游使用的是纸质模型，而且每
款桌游的规则、道具、故事背景
都各不相同。但今天要开的这
种桌游，光规则就有十几页纸，

是桌游同好高价收来的典藏
版。特别让人震撼的是，这副桌
游的纸质零件全部被换成了精
美的金属模型，连钱币都是一比
一的重量。

“这些人你都认识？”果果的
注意力却并不在桌游上，她在我
耳边轻声问道，眼睛还在不断地
四下乱瞟。

我朝对面一个小伙扬了扬
下巴：“只有那个是熟面孔，打过
几次桌游，今天这副加扩的桌游
就是他的。”

正说着，服务生托着饮料进
来了：“好了，人都到齐了，我是
今天的npc（非玩家角色），看这
里还有新手，那我先介绍一下规
则啊。这个游戏跑分主要是战
争、收获、招募……”帅气的服务
生也是个桌游玩家，讲解起来既
风趣又易懂。

“还挺专业啊，全程都不带
瞟说明书的。”果果感叹道。

不一会儿，npc讲解完，游戏
就正式开始了。动棋、谋划、思

考、交涉，果果虽说是新手，竟半
点也不输现场的老玩家。其中
有一个“战争”环节，需要双方以
手中筹码暗压在行动上，价高者
得。五个行动互相牵制，各有各
的好处，筹码虽明，但这其中的
分配却是需要细细计较的。我
担心果果没有经验，就悄悄告诉
她一个收益比较大的组合方式，
没想到她却暗示我挪两颗棋子。

结果很快公布，全部收益最
终竟然都归果果所得！在场的
老玩家忍不住感叹：“这还好是
不熟悉规则，不然我们要满盘皆
输啦！”

果果得意起来，又按着自己
的套路故伎重演，成功进行了两
轮“收割”。

时光飞逝，等游戏接近尾
声，天已擦黑。大家清算结果，
我这才发现之前战绩辉煌的果
果，已在不知不觉中被老玩家们
反超了整整30分。果果也终于
意识到，自己只沉迷在“战争”环
节，而忘记了对全盘的谋划。

“哇，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在
这儿五个小时了，我竟然都没看
手机一下！”果果在一旁惊叫道。

果果的这一声感叹，一下子
把我拉回到了自己最初接触桌
游时的情景。那时候，刚刚被

“带入坑”的我，也像是走进了新
世界一般，惊叹着桌游世界里的
时间竟能过得如此飞快。在这
个电子信息飞速发展的年代，每
个人都低着头，沉浸在大数据为
自己编织的舒适环境里。像这
样毫不拘束地坐下来，和别人面
对面交流的机会真是太少了，所
以感觉时间特别容易流逝。

有人觉得玩桌游太费脑子，
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休息时间，浪
费在这个消耗精力的事儿上？可
在这喧嚣复杂的社会中，桌游世
界里的谋划计算，难道不是更为
干净和纯粹吗？在一轮轮的博弈
之后，我们收获了思考的新路径；
从游戏中出来，大家又还是自己，
又可以精神抖擞地投入火热的现
实生活。

当代生活

桌面人生
■陈卉缘

在我青少年时期，夏夜和初
秋之夜，最喜欢的事情之一，是仰
望星空。这习惯保留至今。哦，那
广袤的天空，深邃的蓝夜。星汉灿
烂，交相辉映，将夜空装扮得如此
美丽。各种星星，叫得出名叫不出
名的，都在天际闪烁，有的大些亮
些也近些，有的小些也远些。我和
小伙伴辨认着、争论着，“北斗七
星”“牛郎织女”“金木水火土”。

当我望向星空时，只是感到
一种单纯的快乐，一种难以言说的
愉悦。而随着天文学知识的增长，
这种感受愈加浓厚。当我们平视
这世界，将目光投向大海、江河，确
实使人心旷神怡。峻峭的高山、雄
伟的建筑，也使人心驰神往。而星
空，更有一种动人心魄的美。

恒星、行星、卫星、流星；太阳
系、银河系、外太空。众多的星球，
组成浩瀚无边的宇宙。有大智慧
的人，将人的思想价值观取名叫宇
宙观。于是人类有了专门研究宇
宙的人，有了思想家、哲学家。

人类的灾难，战争或病魔，都
不能阻断仰望的眼睛。庚子年新
冠肺炎疫情暴发，夜空中乌云翻滚，
但启明星依然闪亮，照耀着4万多
名医务人员冒险前进，支援湖北。
面对严重的疫情，意大利的诗人唱
道：“我会重生，你也一样，当这一切
结束时，繁星将重现我俩眼前。”

据说人去世了，就会变成天
上的一颗星星。假如是你的亲人，
最好的朋友，星空下，你会看到他
们的容貌并与之对话。但我相信，
那必定是善良之人，可敬之人。邪
恶或罪孽的人不配，因为他们的灵
魂浊气太重，升不上星空。

人必须要有所仰望，无论你
是伟大的或弱小的，富有的或贫穷
的，功勋卓越的或平凡无奇的。面
对星空，面对自然和宇宙，都必须
有一份敬畏，一份热爱与奉献。

多好啊，生而为人，活在这缤
纷的世界，有天地听我表白，有星
空动我感怀。让我们仰望星空，领
略心灵的感受吧。

谁在南方的山野
种上郁郁葱葱的贡橘树
阳光推动墨色的岩石
山崖围住明亮的树
金色向着树涌来
从来不停止火焰的奔腾
洁白的清香也是一种火焰
它一再生产流霞与月色

落叶年复一年飘进隧道
镌刻一页页紫色的岩痕
漫天飞舞的花雨与枝杈无关
有节制的溪流风光无限
高不过天，低不过地
离开天和地
它只是一棵棵想象的树

橘花
橘花开在天上，雨
再细一些，就剪成了衣裳
这是春末，橘花谢了
一座山，如果再高一些
橘树会长出翅膀
我走之后，芳香有了重量

橘园

在黑夜的尽头
我的身体
像一棵墨绿色的橘树
风吹过橘园
落叶
簧片一般地震颤
无花的季节
想念的蝴蝶飞呀飞
而橘红的时刻
人生的霞海一浪高一浪

橘之思
贡橘绝不是红得耀眼的灯笼
也绝不是狂飞乱舞的蜂蝶
流水、泥土，甚至整座田野
都凝聚成这枚金红的橘
那条鱼，应该是一颗游动的橘
这只跳跃的橘，应该是一只松鼠
云朵，不就是天上的橘吗
虽然遥不可及
而它依然热烈、醇香、韵味无穷
橘，不就是一片大海吗
虽然辽阔汹涌
但它仍然纯粹，深刻，静若泰山
橘，是对橘乡人最精确的叙述

记不确切是哪一天，我去物
管中心缴费，不巧，负责收费的小
朱跑开了。于是，我滑动手机，在
小区业主群里找到“牛八”，告知其
我来找他缴物业费。

“ 牛八”是小朱的微信名，他
把自己的朱姓拆分为“牛”与“八”
两字。“牛八”谐音“牛吧”，欲表达
的意思大概是“很牛”或“不一般的
牛”。

等待的时间总是让人百无聊
赖。我左顾右盼不见“牛八”返岗，
便随手打开办公桌上的一本“物管
日记”浏览起来——

3月9日
业主诉求：做晚饭时，发现厨

房水龙头开关坏了，烦请水电工上
门维修。

物管回复：水龙头坏得真不
是时候，水电工晚上去医院陪护生
病住院的父亲，没法回来，建议联
系“六替”公司自行解决，电话号码
8后面7个6。

5月6日
业主诉求：楼上邻居衣服晾

晒前没甩干，滴滴嗒嗒的水落到了
我们楼下住户的衣服上。

物管回复：上门去提醒，但据
对门的阿姨说，邻居一家人都出去
了。无奈。

6月12日
业主诉求：晚上10点过后还

有人在院子里拍掌健身，夜深人
静，声音特别刺耳，影响邻居休息，
保安该管一管。

物管回复：保安多次劝说都不
听。事主说，这里是公共场所、自
由空间，谁都管不着。

8月6日
业主诉求：个别邻居遛狗，便

溺不作处理，造成人行道臭气熏
天，尤其是时下天热气味更冲，希
望劝导改正。

物管回复：狗屎看得见，会督促
遛狗主人捡拾处理，但狗尿实在难
以发现，更不便处理，只得赖于自然
界的风吹、日晒和雨淋挥发消弭。

9月9日
业主诉求：小区临街这爿餐饮

店，经常有刺鼻的油烟扰民，说是
限期整改，却只闻雷声不见雨下。

物管回复：社区、街道、主管部
门，一级级反映，一次次了解勘察，
需要走程序，需要有个过程。

10月19日
业主诉求：1单元的电梯为什

么老是“罢工”？这个问题当引起
重视，抓紧解决。

物管回复：问题是不清楚问
题出在哪里。

山野（外三首）

■李建军

情感絮语

茶几上的花篮
■张辉虎

微型小说

物管日记
■翁建飞

思绪点滴

仰望星空
■林椿

人在画中游 郭建生 摄

绍兴上虞区排水管理有限公
司成立于2012年10月，是区水务
集团下属的一家国有独资企业，
主要承担着全区工业废水和城乡
生活污水的收集与输送、截污工
程规划与建设、农村生活污水运
维等职能。公司现有提升泵站87
座，收集输送管线460余公里，截
污范围覆盖经开区及16个乡镇街
道，约469平方公里。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以党
建为引领，统筹推进“平安排水、
品质排水、清廉排水、效益排水、
和谐排水”建设，扎实开展“五星
示范、双强争先”创建工作，努力
打造“百村万户、品质运维”党建
品牌，使党建工作与企业发展互
融共进、同频共振，书写了一份

“让政府放心，让群众满意”的高

分答卷。

党建引领 创新发展

公司党总支坚持党的领导，
深化班子建设，规范党建实务，严
格执行“三会一课”等制度，每月
开展支部主题党日活动，持续推
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扎实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高质量开好组织生活会，认真
开展先锋指数测评，充分发挥党
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凝聚干部职工队伍的共
识和力量，实现党建工作与企业
发展的深度融合，相互促进、共同
提升。

企业发展的第一要素是人。
企业积极开展双培养工作，注重
将党员培养成骨干，将骨干培养
成党员，把员工凝聚到党组织周
围，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为企业发展提供组织保证。设立
党员先锋岗，开展“党员先锋示范
岗”争创活动，成立3支党员先锋
队与7个党员责任区，结合“百村

万户、品质运维”党建品牌创建，
一批党员骨干勇作为、敢担当，在
生产、经营、技术研发一线践行着
初心使命。

固本强基 品质赋能

公司树立“党建引领高质量
发展”理念，聚焦生产、经营中心
工作，立足岗位，固本强基，品质
赋能，不断夯实企业发展基石，众
志成城共筑排水事业高质量发展
之路。

公司全面推行党总支议事和
“三重一大”决策等制度，修订完
善党建规章和公司日常管理制
度，完成公司工作制度汇编，共涉
及11个方面94项工作；落实“听
职工说事、和职工议事、由职工评
事”的“三事机制”，增强制度执行
力，促进企业治理能力提升。

将党风廉政建设和惩防体系
建设融入工作，加强对重点部门、
重点岗位、重点人员的监督，实现
防控动态管理，做好公司廉政风
险点的动态排查，切实扎紧“不能

腐”的制度笼子。落实全面从严
治党主体责任，把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制落到实处，签订《党风廉政
建设目标管理责任书》，做好干部
职工勤政廉政、职业道德教育，打
造“清廉国企”，切实增强广大党
员干部的拒腐防变能力，营造风
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争先创优 润物无声

公司强化红色党建文化，结
合企业实际，积极打造“百村万

户、品质运维”党建品牌，形成了
具有企业特色的党建文化。强化
党建阵地建设，积极营造浓厚的
红色文化氛围，依托“五星示范、
双强争先”创建及省级文明单位
创建载体，按楼层布局党建文化、
企业文化、清廉文化、安全文化等
宣传元素，设立微信公众号、党建
微信群，下属各支部分别设立党
员微信群和职工微信群，实现“润
物无声”。

公司党总支结合“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支部
建在车间”活动，营造浓厚的党建
氛围。同时，充分发挥党员志愿
服务队作用，实现“党建星、实力
星、人才星、文化星、和谐星”全面
发展。

朱湖波

点燃“红色引擎”力促稳固发展
绍兴上虞区排水管理有限公司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