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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为H410712186，姓
名为田晨昊，出生日期为2007
年 9月 14日的出生医学证明
丢失，声明作废。●宜阳县财政局韩城财政
所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丢
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1241
03270895012306，声明作废。

●段正恩位于偃师市城关
镇商都路43号有色金属公司1
幢东单元 6层南户，证号为偃
市 房 权 证 （2009） 字 第
00027641号房屋所有权证，因
已进行司法拍卖变卖、产权转
移，特声明作废。●编号为G411274327，姓
名为魏伊可，出生日期为2017
年 4月 16日的出生医学证明
丢失，声明作废。

●洛阳市瀍河区红升洋果
行 公 章 损 坏 作 废 ，章 号 为
4103040816216，特此声明。●洛阳市老城区鸿运糕点
房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410302MA
3XLNUE5D，声明作废。●刘见文人民警察证遗
失，警号：116425，声明作废。●贾铁勇人民警察证遗
失，警号：024099，声明作废。●编号为O410413242，姓
名为张雅鑫，出手日期为2014
年 4月 15日的出生医学证明
丢失，声明作废。●编号为T410861742，姓
名为郑悦汐，出生日期为2019
年 7月 28日的出生医学证明
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河南洛太律师事务所 河南省优秀律师事务所
接待电话：0379-60850118

律所地址：洛阳市洛龙区
五环街中弘府邸D座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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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资公告
洛阳悦雅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
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人民
币壹佰万元减至人民币叁拾万
元，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
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
此公告。

注销公告
河南智普建筑安装工程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300MA44MGRU94）拟向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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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心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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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称帝，改国号为周。延载元年（公元 694
年）九月，太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皆以为瑞，杜
景俭独曰：“今草木黄落，而此更发荣，阴阳不时，咎在
臣等。”因拜谢。太后曰：“卿真宰相也。”长安元年（公
元 701 年）三月，大雪，宰相苏味道以为瑞，率百官入
贺，殿中侍御史王求礼止之曰：“三月雪为瑞雪，腊月雷
为瑞雷乎？”苏味道不从。既入，王求礼独不贺，进言
曰：“今阳和布气，草木发荣，而寒雪为灾，岂得诬以为
瑞！贺者皆谄谀之士也。”太后为之罢朝。时又有献三
足牛者，宰相复贺，王求礼正色曰：“凡物反常皆为妖，
此政教不行之象也。”太后为之愀然。

《资治通鉴》记载了数百例诸如此类的“祥瑞”。这
些“祥瑞”之所以大行其道，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的。

一是以讹传讹，弄假成真。汉桓帝永康元年（公元
167年）八月，巴郡传言发现了黄龙。事情的真实过程
是：巴郡若干士卒到一个池塘洗浴，发现池水浑浊，于
是相互恐吓：“此中有黄龙。”结果一传十，十传百，神乎
其神，盛传民间。巴郡太守以为祥瑞，欲上奏朝廷。郡
吏傅坚详知此事始末，遂谏止曰：“此走卒戏语耳。”太
守不听，写了奏表上报朝廷。

二是愚昧无知，不明事理。唐代宗大历十三年（公
元778年）六月，戊戌，陇右节度使朱泚献猫鼠同乳不
相害者以为瑞，宰相常衮率百官称贺。中书舍人崔祐
甫独不贺，曰：“物反常为妖，猫捕鼠，乃其职也，今同
乳，妖也。何乃贺为！”代宗嘉言崔祐甫忠诚正直，提拔
为知吏部选事。

三是心术不正，借题发挥。唐文宗时，朝官李训、
郑注为谋求宰相之位，于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十一
月，壬戌，以宫中石榴树天降甘露为名，诱导文宗前往
观瞻，但暗伏甲兵，欲借此诛杀宦官，控制朝政。事情
败露，宦官趁机劫持文宗，李训、郑注皆被杀。此即历
史上著名的“甘露之变”。后来文宗有感而发：“时和年
丰是为上瑞；嘉禾灵芝，诚何益于事！”

什么事物才是国家的祥瑞？许多帝王有清醒的认
识。北周建德三年（公元574年）三月，乙卯，太子于岐
州捕获两头白鹿以为祥瑞，献给父皇武帝宇文邕。宇
文邕不以为然，诏曰：“在德不在瑞。”唐代宗于大历十
四年（公元 779 年）五月驾崩，太子李适即位，是为德
宗，泽州刺史李 贡献《庆云图》以为贺，德宗诏令天
下：“朕以时和年丰为嘉瑞，以进贤显忠为良瑞，如庆
云、灵芝、珍禽、异兽、怪草、异木，何益于人！布告天
下，无得上献。”之前，诸国屡献驯象，凡四十有二，德宗
诏令皆纵之于荆山之阳。唐顺宗于永贞元年（公元
805年）八月驾崩，太子李纯即位，是为宪宗，荆南献毛
龟二只以为贺，宪宗曰：“朕所宝唯贤。嘉禾、神芝，皆
虚美耳。”

在正确对待祥瑞的态度上，唐太宗李世民也是值
得赞扬的。贞观二年（公元628年）九月，丙午，李世民
对群臣曰：“比见群臣屡上表贺祥瑞，夫家给人足而无
瑞，不害为尧、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为桀、纣。”曾
有白鹊构巢于寝殿槐上，合欢如腰鼓，左右称贺，太宗
曰：“我常笑隋炀帝好祥瑞。瑞在得贤，此何足贺！”命
毁其巢，纵鹊于野外。

何物为瑞

一日，去上清宫森林公园。蹚过没膝的荒草，拨开
一枝枝干枯的树丫，看到沟边生长着几簇野菊花，一朵
朵黄色的花，点亮了肃杀的冬。

我采了一束回家，插进水瓶里，放到茶几上，明艳
的颜色顿时令客厅明媚了许多，不禁让我想起了老家
白云岭上的野菊花。

白云岭四季风光迥异，是我童年玩耍的乐园。秋
天，野花遍地，蝴蝶蹁跹，野菊花随处可见，还有酸酸甜
甜的野酸枣、挂满枝头的红柿子。

记忆中，母亲总是那么忙碌，忙完地里忙家里，天
天总有干不完的活儿。母亲叮嘱我：“别光知道疯玩，
记着摘些野菊花回来。”

和小伙伴走在白云岭的小路上，路旁、沟边、陡坡
上到处可以看到野菊花的身影，一丛丛、一簇簇，窈窕
的枝梗，狭长的叶子，小小的花苞如星星般绽放。一会
儿工夫，篮子里就能堆起好多。

初冬，野菊花枝叶开始变得干枯，轻轻一折就断
了。奇怪的是，只有一岭之隔，野菊花口味却大不相
同，岭南的菊花苦，岭北的不苦，为此，好多住在岭南的
人特意跑到我们这儿来采摘野菊花。

天气晴好的时候，母亲取出凉席，铺到平房上，将
野菊花均匀地摊在上面。野菊花挤挤挨挨如一个个可
爱的小脑袋，在太阳下散发出迷人的芳香。

从学校毕业后，我去外地实习。初到一座陌生的
城市，一切都那么新鲜，常常和工友流连于当地美食市
场，时间一长，便头疼、嗓子疼。母亲听说后，用碎花棉
布缝了一个枕套，装入晒干的野菊花，托人捎过来。菊
花枕很柔软，枕在上面，既可以嗅到太阳的味道，又有
野菊花的清香，恍惚置身在家乡的野菊丛中。不知不
觉，头就不疼了。

再后来，结婚、生子，回家的次数渐渐变少。母亲
知道我喜欢喝菊花茶，每年深秋都要跑到岭上去采摘，
晒干后，装入玻璃瓶里，大老远给我送来。

寒冷的冬日里，泡上一杯母亲送来的野菊花茶，微
苦中带着野花的芬芳，满满都是幸福的味道。

幸福的味道

□喻清录

至爱亲情

□张伟霞

冬日的河洛大地，天高地阔，云淡
风轻。清晨，我们迎着第一缕太阳的清
辉驱车出发，前往60公里外的裴岭村，
调研了解那里乡村振兴的进展情况。

裴岭村地处嵩县闫庄镇西北部，曾
是一个深度贫困村。2013年，我们与裴
岭村结成帮扶对子，经过6年多的聚力
攻坚，帮助该村于2020年顺利实现脱贫
摘帽。裴岭村由此进入了乡村振兴的
崭新阶段。

转眼一年多过去，如今的裴岭村是
什么样子呢？一路上，我暗暗想象着村
子的冬日景象。

车子一路向西，半个小时后下了高
速。我们在一家路边小店吃过早饭，然
后朝着远方一座大山的方向继续赶
路。这座山名叫西岩山，裴岭村就在西
岩山脚下。传说当年武则天到西岩山
上的庙里烧香，不想被山上的枣刺弄坏
了服饰。女皇龙颜大怒，下令所有的枣
树不得长刺，结果使这里的庄稼也受到
牵连，老百姓从此缺衣少食、生活困
难。这个故事流传千年，当地百姓认为
天命难违，生在这里注定就是穷命，只

能忍饥挨饿，过苦日子。如果不是赶上
了脱贫攻坚的伟大时代，裴岭村的百姓
恐怕还会一直迷信天命，甘于在传说的
禁锢中继续贫穷地生活下去。

山看着近，跑着远。我们沿着渐行
渐窄、蜿蜒曲折的乡村道路又跑了20分
钟，才看到了目的地。

快到村里时，我们不约而同地把目
光投向了路边的一座面粉厂。这座面粉
厂采取“公司+农户”的运作模式，直接带
动800余户群众受益。面粉厂一经建成
就成为嵩县产业扶贫的标志性项目，几
年来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裴岭村党群服务中心楼前，村干部
看到我们到来，热情地迎上前来。或许
是严寒天气的使然，抑或是心情激动的
缘故，他们的脸庞都红彤彤的，如同挂
上了两片红色的云彩，在冬日阳光的辉
映下，显得那么灿烂、那么耀眼。

简单寒暄几句之后，我们前往刚刚
建成的有机肥厂参观。有机肥厂的经
理陈静晓是个农民企业家，厂子就是在
她的提议下建起来的。再过一个多月，
有机肥厂就将正式投产。陈经理说，有

机肥厂投产后，裴岭村推进乡村振兴就
又多了一个支柱产业。

参观完有机肥厂，铺陈在眼前的是
一幅淡黄色的壮阔画卷。绵延不绝的
山体是黄色的，树木抖落了葱绿，败叶
散落着枯黄；散落在山体的片片田地也
是黄色的，泥巴翻滚着土黄，苇草飘逸
着浅黄。这样的色彩，看在我眼里不但
不觉得萧条，反而感到无比踏实和安
定。土地为民之本，农民有了土地，就
有了生活的希望，善待土地就是善待我
们赖以生存的根本，就能让我们拥有生
生不息的未来。

路上我们碰到不少百姓，他们见到
我们，都乐呵呵地打着招呼。裴岭村的
百姓在脱贫之后，焕发出完全不一样的
精神风貌。他们的笑容里，充满了对生
活的热爱，洋溢着发自内心的欢喜。

我们刚走进党群服务中心的会议
室，就被一片黄灿灿的金色晃花了眼
睛。定睛望去，只见偌大的一面墙上，
整齐地挂着24块金色的奖牌，各种奖项
琳琅满目：“目标考核先进单位”“项目
建设先进村”“产业发展先进村”“人居

环境改善先进单位”“先进基层党组
织”，等等，时间跨越了裴岭村脱贫攻坚
的各个年度。这面荣誉墙，无疑就是裴
岭村脱贫攻坚的有力见证，也将一直激
励裴岭村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快马加
鞭，奋楫前行。

坐在会议室里，串联起刚才一路看
到的诸多颜色，突然发现裴岭村的冬天
竟然如此多彩：村民脸上洋溢的红色，
群山原野披裹的黄色，荣誉墙上辉映的
金色，还有面粉的白色……这般景象的
冬日裴岭，多么欣欣向荣、迤逦多姿，多
么悦人耳目、动人心弦！

村党支部书记王利波感慨地说，由脱
贫攻坚到乡村振兴，裴岭村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最大的变化不是物质上的，而
是精神上的，村民骨子里有了抗争精神、
奋斗意志，大家不信命了，眼神变得透亮
了，干起活来浑身像有使不完的劲儿！

“眼神变得透亮了！”听了王利波的
话，我不由得精神为之一振，猛然发现，
原来老百姓眼中透射出的那一抹亮色，
才是这个冬天我在裴岭看到的最美最
动人的色彩！

裴 岭 冬 色
□凌华平

除了西北大漠，我几乎走遍了大江
南北、长城内外。何时走完新疆，国内
旅行也就画上了圆满句号，这一直是我
挥之不去的梦。

为圆梦大疆，我决定改变以往走马
观花式的旅游，在新疆让步履停下来，
让心静下来，把旅游升级为旅行，去深
入了解当地的地理风貌，仔细触摸雪
山、戈壁、大漠的肌理，融入丰富多彩的
人文风情。

若说世上有心想事成，在这件事
上，我还真信其有，新疆之旅还真很快
成行了。在胡杨被秋染遍的时节，我踏
上旅程，驻足于这片大美疆土。

秋天，悠然漫步塔里木河畔，雪域
清流倒映着金胡杨；冬天，举目浩瀚沙
海，塔克拉玛干里印下深深足迹。

不亲近此地，你真不知它有多广
阔。在这片无际大地上，走上几十上百
公里，不见村庄一点都不稀奇。特别是

在南疆，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在秋去冬
来的严寒中，接近零下二十摄氏度的气
温，茫茫沙海，天地间只有你，这无与伦
比的苍凉之美，不到新疆，你一生都无
法感受到。

我常驾车驶入沙漠公路，偶有忘记
加衣时，单薄的着装，漫天寒意的袭扰，
疲惫与寂寥也会伴随而生。但每次踏
入沙漠公路，更会被一句叮咛、一声嘱
咐，温暖振奋千百公里。

我居住在塔里木乡，因工作须隔三
岔五行驶沙漠公路。在塔河油田与通
往和田方向的交叉路口，必经一处交管
站。这也许是进入沙漠腹地，跨越沙海
的最后一座交管站。

交警们工作在简易棚下，忙碌于风
吹日晒中。方圆几十公里不见民居，不
知他们家在哪儿。

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女警，可能是这
里常年日照充足、空气干燥的缘故，黝

黑透红的脸庞充满微笑，似对每位司
机都交代着什么，还不停打着通行手
势，举手投足间透着英气。她被车辆
扬起的尘土包围着，依然神情专注，也
许习惯了这样的环境，看上去丝毫没干
扰到工作。

我驾车驶入检查通道，准备随时接
受停车指令。当靠近她时，她依然微笑
着，朝我利落地摆着通过手势，同时传
来让我颇感意外的话语：“系好安全带，
开车慢点儿。”

刹那，她的话像一股春风，抚慰过
我的身心，大漠似瞬间充满绿意。

我想，也许人家遇到了什么好事儿，
人逢喜事精神爽，工作生活中流露是自
然状态。否则，怎么像嘱咐出门的亲人。

我驰骋在沙漠公路上，深冬的胡杨
林一片萧条，但我依然觉得金色漫天。
放眼被风吹皱的起伏沙丘，满目若碧波
荡漾。她一句温馨的言语，让我一路心

情都为之大好。
“限速八十，不要超速。”
“别疲劳驾驶，注意休息。”
“慢点开车，安全第一。”
随着常经过此交管站，无论男警女

警，无论浅秋深冬，耳边都会响起这样
的叮嘱。他们由单薄的衣装，逐渐换上
棉衣帽，从原来的简易帐篷，到搭建起
铝合金玻璃房。无论白天黑夜，只要你
通过，他们就在。那头顶闪耀的警徽，
那刚毅挺拔的身影永远在。

深冬，在南疆，赤手室外一会儿就
能冻得麻木，他们依然伫立在路上。我
每次经过，都被他们感动着，都会特意
落下车窗，从心底向他们致以敬意。车
行茫茫大漠，那声声叮咛，总在耳边响
起，温暖着身心，愉悦着旅途，让人觉得
寒漠充满春意，一路被暖流包裹。

一天，我从沙漠公路返回，恰遇脸
庞黝黑透红的女交警，这次她在出沙漠
的道口执勤。我摇下车窗，看到她微笑
的脸颊上，又添了几道皴裂痕迹。我突
然想释然心里的疑问：“你们怎么对司
机亲切得像家人？”

寒冬大漠里，她笑了，笑得像一朵
灿烂的花。

漠寒途暖有感而发

□王学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