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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中共攀枝花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调

整城市管理领域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有关机构编制事

项的批复》（攀编发〔2019〕144号）内容，攀枝花市规

划建设监察支队已撤销，并于2021年12月23日核

准注销。现将攀枝花市规划建设监察支队工会委员

会 法 人 资 格 证 书（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81510400684175775P）及于水冰同志的工会法人

法定代表人职务予以注销。

攀枝花市规划建设监察支队工会委员会

2022年1月15日

注销公告

注：本报表由攀枝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供。表中价格数据为炳草岗片区监测点监测品种监测时间的零售价的平均值，仅供参考，
具体价格请以现场实际购买时间的价格为准。

攀枝花市主副食品价格监测表
报价时间：2022年1月14日

品 种
大 米
面 粉
挂 面
豆 腐
菜籽油
白 糖
猪 肉

鸡
鸡 蛋
草 鱼
鲫 鱼
鲤 鱼

规格等级
一级
特粉
特粉
中等
中等
一级

去骨一级
公鸡
中等
中等
中等
中等

计量单位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元／5升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零售价格
5.26
6.29
8.38
6.00

64.90
9.34

30.13
30.90
12.29
21.99
27.03
22.65

备 注

精制桶装

杂粮鸡

品 种
鲢 鱼
圆白菜
大白菜
青 笋
白萝卜
四季豆
茄 子
土 豆
青 椒
西红柿
黄 瓜
韭 菜

规格等级
中等
中等
中等
中等
中等
中等
中等
中等
中等
中等
中等
中等

计量单位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零售价格
25.65
3.50
3.59
5.72
2.58

10.11
7.19
4.92
8.32
9.91
6.58
7.99

备 注

攀莲街：米易的长者
□吴兴刚

如果说城市如树，那么老街就是树
的枝与蔓，它们存储着城市历史文化发
展的脉络，每一片叶子都印记着城市所
走过的脚步。

米易县城所在地如今叫攀莲镇，过
去叫怕蛮沟、帕恋沟、攀莲街。

打开尘封的历史账页，呈现在眼前
的历史是这样的画面。

明朝末年，湖广填四川，大批外来
人员进入四川，地处偏远的帕恋沟也来
了一些从贵州、广东、江西、四川内地等
迁移而来的民众。

安宁河畔，灵官山下，由此有了依
山而建的民居，伴水而生的码头。码头
是帕恋沟喧嚣世界的开始。

随着每天从下游撒莲、垭口、丙谷
等地上来，从挂榜、黄龙等地下来的木
船的到来，这样的场景就开始周而复
始。一些不是挑着扁担箩筐，就是牵着骡
马的汉子，挑着或驮着从木船卸下的红
糖、食盐、大米、土布、烟草等足以让人眼
花缭乱的物资走在前面，一些包裹着青布
帕子、挎着竹篮子的妇女及流着鼻涕的孩
子跟在后面，从河边码头沿着弯弯曲曲的
土路往上行走，不一会儿，就到了街上。
这是一条呈“丁”字形的街，南北正街与横
街构成的“丁”字，加起来也不过数百米。

随着人的增加，“丁”字街上陆续有了各种
叫卖声，其中还混杂着公鸡、骡子、马儿、
小猪发出的叫声，一些刚从船上下来的妇
女在窄窄的街道，寻到空处，便放下篮子，
摆出山货和特产，加入了叫卖的行列。凉
粉、糍粑、豆腐脑、凉面也趁这热闹的时
候，张扬着各自最美丽的模样，散发着诱
人的味道，炉子上的热气氤氲而上，招
惹着大人、孩子的目光……

一楼一底的土木、扇架结构的房子
古色古香，包裹在攀莲街的两边。这些房
子大都有一个两米多宽的檐坎，老人悠闲
地坐在檐坎边，抽着叶子烟，摆着龙门阵，
看着嬉戏的玩童。在这些房门前，还有些
人放根凳子，在上面摆一些售卖的物品，
如草鞋、草药、碗碗糖之类的，自己则躲在
屋里或闲聊或纳着鞋底，透过大门穿进来
的光线，眼睛只是偶尔地向凳子上望去。

解放后的攀莲街在很长一段时间
的格局还是前面的叙述中的模样，不同
的是随着公路、铁路的建成，水路的身影
渐行渐远。街道虽然短，不过还是有了
这样的几条街，正街和横街，南街、文体
路，整个街道由“丁”字变成了“十”字。
正街北至铧炉街尽头，南至凉桥河沟，
400多米长。横街从后来的县供销社到
现今的锦宏步行广场，百来米长。南街
从凉桥河沟到现在的县中医院，文体路
从后来的文教招待所到城南农贸市场。

时光荏苒，几经完善，米易县城拆
旧建新，有了改观，可县城面积依然不
大。20世纪80年代初，我见到的攀莲
街，大的格局没有多大的变化，仍然是
标标准准的“十”字街。现在回想起来，
留给我深刻印象的有这样的一些：体育
场，在后来城南农贸市场到安宁河一桥
约 200 米处，能开展球类活动、体育比
赛。有当时在全省都有些档次的游泳
馆，举办过全省一些大型水上项目的比
赛。一旅社、二旅社，一旅社在现在的
县供销社靠安宁河边。一旅社再往下
是让喜欢读书的人光顾的地方——新
华书店。书店不大，书肯定也不多，但
那个年代里买书的人很多，小画册、小
说、领袖选集……几乎都能寻觅到。

二旅社就是现在文体路上的荣奇
宾馆里面，四合院形式，里面宽敞，花木
繁多，环境幽雅。

新华书店是南北正街北段的起始。
在记忆中，北街是个最热闹的地

方，吃的、玩的、用的、看的、住的，这里
都有。这条街也聚集了许多人群，后来，
因为单位建房、商品房等多种住房改革
的实施，不少人从这条街搬了出去，留下
了他们的父母或曾经的记忆。

诸多的记忆中，最为难忘的当数年
年岁末弥漫的浓郁年味气氛。丙谷、撒
莲、垭口、新河、头碾、草场、挂榜等地乡

亲成群结队地来到镇上，争相采购年
货，争先恐后地将像老白酒一般醇香醉
人的年味揽回家。春节里的几天，攀莲
街上新春气息更是吸引人，走亲访友

“吃新年”，酒足饭饱之后，人们自会到
攀莲街上去放飞心情：或是去茶馆听
书，或是去影院看场电影，或是陶醉在
零星响起的爆竹声中……

攀莲街犹如米易的长者，经历岁月
的沧桑，目睹历史的沉浮，也见证了城
市的变迁。如今的北街已经显得落寞
悲怆，但它毫无异议地是如今的米易县
城最老的街道，也是米易县城迄今为止
保留得最为完好的一条老街了。走在
北街，尚能清晰地看见这样的一些道
具：一具仿佛遭受暴雨袭击的鱼网，一
些医用胶布粘接的玻璃窗户，一大堆废
弃的轮胎，一些锈迹斑驳的摩托车。真
实存在着的，还有老街茶馆，卖坛坛罐
罐的商铺，剃头的路边挑子，残破的小
屋，静谧的胡同巷子，灰墙青瓦的四合
小院，铺在路上的青石板……

如今，米易县城面积已经是建县时的
上百倍，从安宁河东岸延绵为东西两岸，扩
张南北，形成“一河两岸，四面并进”，“一个
喇叭吼通街，抽根烟都可打来回”早已化为
历史的记忆。曾经的的攀莲街，虽在我们
记忆的底片上渐渐发黄，但她的影子也慢
慢成为一种弥足珍贵的记忆……

城市记忆

□俞飞鹏

1
藏砚，各有形色藏。
藏砚人中，确有那只喜砚，看上好

砚便眼睛发直发绿如宋人东坡者。
有的藏砚人，一门心思就好藏个老

坑，稀品；有的藏砚，就朝刻工细腻藏；
有的，手捂端砚歙砚苴却红丝松花，心
思，只亟亟于其他。

我刻砚，自打刻出来一点小名气，
便断续有过人找。

有的刻砚,自己平平刻出，没觉得
怎么好，可是人买了。一次，有一砚，被
人挑上，再三的我向藏砚人说了不好，
可是人还是坚持藏了。

2
一年，在厦门，遇过一藏砚卖砚事。此

事又牵系两人。一人，好藏砚，来自台湾；
一人，卖砚老板，以擅长砚生意出众。

好砚的台湾人想买砚，入得砚店，
走走看看，之后，又看。

其时，店里有一方我看好的小砚。砚，
随形就石刻一猕猴，售价9500元。那方
砚，个头分外的小，简直很不起眼。眼看藏
砚的台湾人看看，再看看，便要走了，我挑
出看好的那砚，递与了台湾人。

一下，那砚，让晃来晃去走动的台
湾人，立定在那了。

台湾人翻来覆去，将那砚看了又
看，便要问价，店老板不失时机上前一
步，说：这砚，您要是欢喜，我送与你。

……
3

好奇过藏砚人，买下砚，名贵的或
一般般的，带回家藏起，都藏在哪。随
手和着一应书谱、刊物，混杂在书房里
搁着，似不会。搁于家里书桌、茶几，也
不恰当，见妥。如余见过的一藏砚人，
将藏砚一层层包裹，裹成馒头状，交与
家里人早晚看管，似也非上上计。

宋人米芾，爱砚。每每藏到心仪好
砚，晚上睡觉，不将砚抱入被窝里，睡，
半多便不安稳。想来，他抱着砚，是可
以呼噜睡了，只是苦了被窝里那砚，整

夜不见天日，窝那，多难受唉。
4

刻砚人刻砚，是也有围绕好砚刻，
但不定都心想事成。

好砚，不多见是常形，忽而亮闪一
下是常态。

刻砚人卖砚，多不善于。
不时的会因了卖，刻砚人坐不是，

立也非。尝有想，要自己一天天只管刻
砚，不理会卖砚，何好尔。

5
砚手熬更守夜搜肠刮肚挥汗如雨

刻出一砚，固不一定只卖出，更不定意
愿随随便便挥挥手将砚送人。但是唉，
大多数砚手，刻出来砚，不都用来摆起，
搁起，抱砚而眠孤芳自赏。

想来不少砚手，心中曾跳闪过这般场
景：忽忽然一日，忽然的一人或一泼人来
了，这些人只藏砚。砚，便还只就藏你
的。便于是，你刻的一屋子砚，几十方数
百方大砚小砚好的一般般的，一下尽出。

6
藏砚，卖砚，一入，一出。
一为矛，一是盾。
卖砚，有刻砚人，有专事砚买卖人，

亦不乏此二者。
不必想卖砚，二天遇一挥金如土爱

家，一下买下所有砚，藏起。不必期许
藏砚，盖无赤裸博弈，无一丝丁点血腥，
一径都斯文。

卖砚人卖砚，想卖个天价；藏砚人
藏砚，想着能以地价收藏，此，皆世之常
态，人之常理。

刻砚，这砚那砚，或阳春白雪或下
里巴人，不时便都在刻出，买卖。

那些一年年卖出的砚，是否正都在
被人藏起？

又藏砚，所谓的这藏那藏，或只在
日常、点滴中的一进一出中。

藏砚，人各有偏好，人好总万殊。
想来藏砚，便无一放之四海而皆准

的标杆，秤砣，尺度。藏砚，噫，或藏砚
愈是上佳，金贵(譬似古砚谱记载的曾
经待在宫里经由过皇上把玩上手的)，
便愈费心思捂，藏。

□谢文峰

墙角那柄被锈蚀了的铁锹
静静地躺在墙角
把艰难的故事和时光
闲置在生活的褶皱里
把往日的汗水和勤劳
涂得锈迹斑斑
连钢铁那么坚强的毅力
都把持不住
一颗生满了病锈的心

光芒又一次牵我走进矿井
那些不愿翻动的往事和情愫
在尘封中 鼓出了脓血
才知道
我远离了煤的时光和憨厚
勤劳与耕耘 一颗心被锃亮
才能在铁锹锈蚀的思想上
硬碰硬的打磨
才能让铁锹亢奋起来奔腾起来

机器的眼眸充满了新的希望
楚楚动人
那些煤与夹在煤中的矸石
在铁锹亢奋的歌声中
便矮了下去
接近铁锹锃亮和火红的思想
在煤的田野里
收割时光锈蚀了的心灵
与矿井曾经隆起的痛

□芦长福

能够游览大明湖这一美景，还得感谢
儿子和住在山东的一位老朋友。要不然，
我不会从祖国大西南到山东去一趟。

记得儿子上大学那年，我送儿子到
了山东青岛。那几天，连续接到老张的
几个电话，让我一定到他那里去玩一玩，
于是我便坐上了开往济南的高铁。

这是我第一次乘坐高铁，坐在列车
上，感觉真的是风驰电掣，没多久火车
就到了济南西站。在老张那儿玩了几
日后，我准备打道回府，但到成都的火
车是晚上九点才开，还有大半天的时
间，我突然想起离济南站不远有个大明
湖，于是决定去游览一番。

说起济南的大明湖，我并不陌生。
还在上中学的时候，就读过刘鹗的《老残
游记》，当时我便展开想象的空间，紧随

“老残”游走了济南府，知晓了在铁公祠
前看大明湖。祠内那幅描写济南风光的
旷世楹联“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
城湖”，更是深深地嵌入了我的脑际。济
南府内百泉涌，大小名泉七十二。这让
我知道了济南是座泉做的城市，也让我
对大明湖充满了无限向往。

不觉间，便来到了大明湖的东大
门。正是烈日当空的正午，游人却是络
绎不绝，我随着人流来到了大明湖畔。
那烟云渺渺、波光粼粼、荷叶田田、杨柳
依依的大明湖，终于呈现眼前。此刻，
我的心情格外喜悦与激动。

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对大明湖
有这样的注释：“泺水北流为大明湖，西
即大明寺，寺东、北两面则湖。”

伫立在湖畔，我静静地环顾四周，审
视着平静舒展的湖面，呈现在我面前的湖
面已被层层叠叠的荷叶覆盖。那绽放的
荷花，争奇斗艳、风姿绰约，粉红透绿的蕾
苞，高傲地昂首向天，有火红的淡蓝的蜻
蜓飞来，轻轻地仆卧花丛，荷香盈怀，任凭

风吹浪打，那蜻蜓总不离去。
大明湖畔的一排排垂柳苍劲隽美，

那纤纤丝条随风摇曳、舒卷自如，这让人
又想起了观音菩萨手中的净瓶杨柳，她
是为大明湖拂去岁月积淀的污淖尘埃，
她要大明湖永远明澈，风光不老。

不觉间，我已走进了大明湖西北岸的
铁公祠内，这是为纪念明代忠义不屈的兵
部尚书铁铉，于清乾隆五十七年（公元
1792年）而建的。祠堂四周亭廊环绕，曲
径通幽。在小沧浪的朱门两侧，镶嵌着清
代书法家铁保书就的那幅举世闻名的楹
联“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

这绘声绘色的楹联，真真道出了大明
湖的绝佳之处。春日，暖风吹拂，柳丝轻
摇，微波荡漾；夏日，白荷红莲，碧浪翻卷，
葱绿如烟；秋日，芦花飞雪，鸟儿翱翔，金色
一片；冬日，银装素裹，晶莹剔透，分外妖
娆。大明湖一年四季美景纷呈，她是人世
间一幅旖旎瑰丽的巨幅画卷！

游览中听导游小姐讲述着有关大明湖
的一个传说。导游小姐向游客们问道：“你
们知道大明湖的青蛙为什么叫不出声呢？”
大家说不知道，于是导游小姐说，自古以来，
民间一直流传着一个传说：当年乾隆皇帝下
江南路过济南时，就驻跸在大明湖历下亭。
到了晚上，大明湖的青蛙喧叫不止，惹得乾
隆皇帝很烦，他于是下旨，不准湖里的青蛙
再叫。宣旨后，大明湖里的青蛙果真噤声不
语了。当晚乾隆皇帝睡了一个好觉。

徜徉在大明湖畔，我的思绪不停地
在岁月深处穿梭。历史与今日，传说与
现实。

夕阳西下，带着浓浓的不舍，走出了大
明湖公园。我与大明湖的这次美丽相遇，
已经在我的内心烙上了深深的印痕。躺在
火车的卧铺上，想把大明湖的美再一次装
进脑海。任凭那醉人的绿色占满我的眼
眸，任凭满脑的兴奋与满足欢快地驰骋。
当火车驶出济南站的时候，我在心里道出
一声:再见了，济南，再见，大明湖!

□张全勇

老抠原名寇子奇，原本是综掘队的推
车工。寇子奇平时为人吝啬，大家就给他
起了一个外号——老抠。

说起老抠的“抠门绝技”大家都自叹不如。
老抠春夏两季常穿一套洗得掉了颜色的运动
装，记不清是哪一年矿里举办运动会时发的；秋
冬两季天天穿一套走板变型的旧西服，还是他
结婚那年买的，如今他小孩都会打酱油了，那套
旧西服他还舍不得换；就连老抠上班时穿的工
装都是缝了又缝、补了又补，新工装领了一套又
一套，就是不见老抠穿，传说是拿去换了钱。

逢年过节班组的哥几个经常会AA制吃
饭喝酒联络感情，遇到这种事老抠不是身体
不舒服，就是家里有急事，每次都能找到各种
冠冕堂皇的理由推脱搪塞，一来二去大家也
就没人喊他了；碰上有兄弟请客，老抠就会买
菜、洗菜、擦桌子、摆板凳……忙个不停，吃饭
时，老抠也毫不客气，大口喝酒，大碗吃肉，好
像是他请客一样，真正的主人只有摇头叹
气。就连在早餐店吃早饭老抠也有自己的绝
技，如果去的时候没有熟人，他就赶紧把自己
的早饭钱付了，然后，选一个背对着门口的位
置坐好，埋头吃饭；如果去的时候有熟人，他
就一直找各种话题和熟人聊天，直到熟人吃
完早饭，顺便帮老抠结账走人以后，老抠才三
两下吃完，心满意足地走出早餐店。

抽烟这样普通的事情，老抠都能抠出花样
来。兄弟们在一起，有人散烟，老抠满脸堆笑
赶紧接到，殷勤地掏出打火机给大家点燃；如
果他烟瘾犯了，他就会掏出瘪瘪的烟盒，从盒
中抽出仅有的一根烟，一边点烟一边向大家解
释道：“就剩一根了，就剩一根了。”时间久了大
家逐渐发现，老抠的裤子和衣服口袋里分别装
着三盒烟：裤子口袋里装着档次较高的好烟，
求人办事或者遇到领导，老抠从裤子口袋里掏
烟；老抠的衣服口袋里装着两盒烟，一盒烟是
满的在暗处，人多的时候从不拿出来；另外一
个烟盒里只装上一两支烟放在明处，人多的时
候掏出来掩人耳目。

时间久了，大家都明白了老抠的各种
抠门伎俩，也没人和他计较。

可是，谁也没料到，老抠的“抠门绝技”
还派上了用场。

今年年初，队里的材料员老郑退休了，
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人管理材料，队里的
材料费居高不下，导致职工工资降低，队领
导月月被罚。为这事，队长老贾被气得吹
胡子瞪眼摔茶杯。一天，老抠来队里领劳
保用品，小心翼翼地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
根烟递给贾队长，贾队长一看老抠那幅抠
抠搜搜的样子，一拍大腿：材料员的人选有
了。第二天班前会，贾队长当众宣布任命
老抠为队里的材料员。

老抠上任以后，充分发挥自己的“抠门绝
技”，把综掘队的材料库管理得井井有条，材料
费呈直线下降趋势。矿里月底结算工资，综掘
队竟然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大家都称赞老
抠是队里的好管家，贾队长阴沉的脸也露出了
灿烂的笑容。

□张珠容

我自小在大山里长大，对鱼最大
的印象，就是“很咸很咸”。那时我家
家境拮据，父亲农忙之余，会到外面打
零工挣些零花钱。我哥、我姐和我总
是最期盼父亲打工归来的那一天，因
为他总会带一小袋说不出名字的好吃
的咸鱼。平日里，母亲时不时会责怪
父亲乱花钱，可对于买回来的咸鱼，她
不仅不怪，有时还会赞上一句：“这次
挑的鱼没那么腐，还不错！”

咸鱼到家，我们兄妹仨吃饭就格
外香。母亲用坛子把咸鱼一条一条码
好，然后撒几把盐上去。要吃的时候，
她一次取出四五条鱼，洗净，然后直接
上锅蒸。蒸好了，她就一条一条夹进
我们碗里。一边夹还一边说：“鱼是用
来配饭的，一人一顿只有一条，要省着
吃哦！”

母亲的吃鱼习惯很怪。她经常说
“鱼头十八味”，所以很少吃无头鱼；父

亲买来的鱼越腐，她吃得就越多；咸鱼
都那么咸了，可她每次还要倒一小碟虾
油沾着吃。后来我们仨从母亲吃鱼的
怪习惯里都看出了端倪：她就是想尽可
能多地把鱼让给我们吃。

几年后，我们家的生活条件好了一
些。父亲挑买的咸鱼肉质好了，量也
多了。母亲吃鱼的习惯却基本没改。
父亲有时见她一点一点在刮鱼头上的
肉，便劝她扔了。母亲立刻掩住碗，连
说：“不能扔不能扔！鱼头挺好吃的，
扔了怪可惜！”

到我上初中时，家里的条件又更
进一步。与此同时，乡里已经有人开
始摆菜摊、肉摊和鱼摊，我们能吃上一
些鲜鱼了。记得父亲第一次买回鲜鱼
时，母亲也是拿去清蒸。鱼端上桌后，
我们吃得津津有味。姐姐见一旁的母

亲还是米饭配咸鱼，就说：“妈，这鲜鱼
可好吃了，你也来一口吧。”母亲连连
摆手：“不要不要，鲜鱼腥得很！”

近几年来，我哥工作之余经常去
钓鱼，然后一桶一桶地往家里带鲜鱼。
他有时清蒸，有时红烧，有时炖汤，换着
花样烧鱼。奇怪的是，母亲一直没习惯
吃鲜鱼。有一次，母亲不在家，我们三兄
妹聊着聊着就聊到了“母亲为什么不吃
鲜鱼”这个话题。刚好，父亲提了一袋子
咸鱼从外面回来。他说：“这有什么好奇
怪的？她吃了大半辈子咸鱼，早习惯了
那个味儿，哪还吃得下什么鲜鱼？”

我们恍然大悟：是呀，小时候我们
吃好咸鱼，母亲就吃腐咸鱼；条件好些
了，我们吃鲜鱼，母亲就改吃好咸鱼；
这些年什么鱼都吃得起了，我们吃清
蒸鱼、红烧鱼，可母亲已经改不了胃
口，吃不惯鲜鱼了……

我们不禁感慨：这个世界上的母
亲大抵都是如此，总是把最好的给孩
子，最差的留给自己。

老抠的“抠门绝技”（小小说）

很咸很咸的鱼

时光锈蚀了心灵的铁锹

藏砚 卖砚

游大明湖

锦绣田园。 （汤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