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8月9日上午，鸿

山镇政府在东埔码头开展渔业

安全生产网格化现场培训会，由

海洋与渔业执法大队和镇渔管

站工作人员带队登船检查，现场

观摩学习培训。

本次培训主要对船的相关

证书、救生设备、消防设备、通

导设备等进行检查，并开展船

工安全作业规范流程现场教

学。此次现场培训目的是全面

落实渔业安全生产责任制，盯

住船、管住人，实施渔业安全网

格化管理，切实提高船东、船长

安全生产责任意识，确保船东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船长水上

作业第一责任落到实处，船员

职业安全技能和持证上岗率得

到提高。

（记者 张军璞 通讯员 候

世域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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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喜欢到处走走的人。

近期因身处孕期，暂停了远行的

脚步，然而，无法远行的我却发现

了另一件让我欣喜的事情：从书

本上看看别人走过的路、看过的

风景，也是一件赏心悦目且开阔

眼界的事。

尤其是在读完毕淑敏的《人生

终要有一场触及灵魂的旅行》后，

我看到了那些自己还未曾到过的

远方的精彩。这让我有了一种体

悟：原来以前的我是在旅游，不是

在旅行。恍然大悟!

旅游，是轻松愉悦不带任何目

标地看风景，走走停停，其中的妙

处在于滋润了眼球使之不再干涩，

愉悦了大脑使之不再紧绷，是身心

畅快地呼吸新鲜空气、任由负氧离

子游走血液的奇妙之旅。

迄今为止，我见识过首都广场

的庄严肃穆，领略了万里长城的气

势恢宏；走过了清新秀美的四川峨

眉，品尝了麻辣劲爆的川味火锅；

也遥望过庐山“日照香炉生紫烟”

的仙境美景，去过武夷山寻觅大红

袍，还有拥有梦幻般名字的香格里

拉、四季如春的昆明……去的地方

虽然不多，但每每也要花费一年

的年假，甚至大学时光几个月的伙

食费，就为了看看不一样的风景，

放松放松心情。

读完《人生终要有一场触及灵

魂的旅行》，发现自己做的纯粹是

一个步履匆匆的过客，去到一处未

曾见识过的美景，匆匆一瞥，与它

们互相打个照面的毫无准备和不

留痕迹。

旅行，则是除了享受旅游带

来的乐趣之外，还需要深入旅行

地的居民，了解他们的生活形

态，喜欢问“为什么”，开动脑筋

想象，利用积累的知识，透过现

象看本质。没有做功课确实还

有点做不来，这就是旅游的人多

而旅行的人少的原因吧。一个

真正的旅行者，体验到的应是

“雁过留痕”的刻骨铭心，是真正

看过了一处风景，还能

事无巨细地讲给

后来者听。

这正是《人

生终要有一场触

及灵魂的旅行》

所做的事。跟随

书本，我来到了

加拿大、冰岛、美

国、丹麦等欧洲

的境地，到了贝

加尔湖、海参崴、

阿穆尔湾……

作者在文中

的叙述更像是一位知识渊博、见识

宽广的专业旅行者，让你一看到文

章就身临其境一般，甘愿成为每一

个故事的倾听者。故事

中有挪威的山妖、“峡

湾”、丹麦的独腿锡兵及

卖火柴的小女孩、瑞典

芬兰的巨大游轮、俄罗

斯动物治疗所的“珊妮

兵团”……均娓娓道

来。这对于一个喜欢旅

游但还未有机会见识的

跃跃欲试的爱好者来

说，是一件神奇而有趣

的事。

旅游与旅行，虽各

有各的精彩，但还是期待自己下一

次的旅游，是一次触动心灵深处的

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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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汇集作者研究中华文
化成果的精华，全面总结中华文
化的主要内容和特质，以及作为
中华文化基本因子的儒学、佛学、
道教等的基本精神，分析当前文
化建设面临的问题和症结，指出
中华文化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发
展方向。

区块链，如瑞士仪表般精
密，正以神一般的节奏颠覆社
会。本书用生动形象的语言，以
漫画故事的方式，全面揭示区块
链的基本原理、应用及发展前
景，告诉读者区块链是什么，有
哪些应用价值，让读者通过一本
书读懂区块链。

特里�普拉切特，伟大的奇
幻作家和儿童文学作家，奇幻终
身成就奖得主。令全世界读者
着迷的《碟形世界》系列是其代
表作。在这套长达41本的系列
作品中，普拉切特创造了一个由
海龟和巨象托起，漫游在宇宙中
的奇异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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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论述了音乐、舞蹈、绘
画、钢琴、戏剧、游戏、诗歌、旅行
等休闲活动在简�奥斯汀的日常
生活、著作以及18世纪的英国
社会中是如何体现的，提供了大
量相关的阅读清单。对追求文
化修养的人而言，这是一本人生
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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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对我来说太遥远，遥远得

我从来不曾滋生过接近她的念

头。可是，读完作家宋晓俐的小说

《白拉姆客栈》后，我冲

动地想坐上火车去

西藏，到白拉姆客

栈，找那个格桑花般

善良美丽的客栈老

板娘——端阳，和她

一起坐在透明的玻

璃樽下，沐浴明媚的

阳光，喝香浓的甜

茶，一见如故地说上

三天三夜的体己话

……我俨然忘记，这

是一部由作家虚构

出来的小说。

爱，是世间永恒的主题，也是

作家笔下永远鲜活的题材。这部

小说，同样以“爱和善良”为主题，

甚至连题目都被赋予鲜明的寓意：

“白拉姆”是藏地最善良的仙子，她

护佑和恩泽天下所有女子，给苦难

和不幸的女子带来欢乐，给有情人

送去美满姻缘。

所有的故事，在那个名为白拉

姆的客栈里缓缓拉开序幕。故事

主人公端阳，那个美丽温

婉的女子，是白拉姆客栈

的老板。作为一个经营

者，端阳没有商人的精明

与唯利是图。她只是想

让那些带着不同故事千

里迢迢到拉萨的人们，有

个心灵的落角点。因为，

她本身就是个有故事的

人。一场刻骨铭心的爱

情，却未能如愿天长地

久。走的人走了，而活下

来的人，生活还在继续。

她收起所有的悲伤，用自己柔弱的

双肩挑起生活的重担，去圆心中的

梦。在她用心经营下，白拉姆客栈

成了客人们心中温馨的家园，一处

能安抚身心的诗意栖息地。

作为“藏漂”的汉族女子，她与

为寻梦而住在客栈里的藏族少年

多吉毫无血缘关系，却在受他那善

良本分的牧民父母之托后，视多吉

如亲弟弟，督促他学习。甚至当多

吉为出一口气，惹怒客人，给旅馆

带来一系列的麻烦时，端阳仍毫无

怨言地到派出所保释多吉，默默地

承担所有损失。在多吉不辞而别

后，她追到他老家，带回准备挣钱

还债的多吉，并安排酒店常住客人

——画家欢欢当他的老师。最终，

多吉如愿考上了心仪的大学。白

拉姆客栈，成了这个少年实现梦想

的天堂。

她以宽阔的胸襟，包容游戏人

生的画家欢欢的种种缺点。在欢

欢经历过数场恋爱之后，与文思远

一见钟情、闪电般结婚时，她全心

全意为他们策划婚礼，送上最美的

祝福。在欢欢结束短暂的婚姻后，

端阳依然像姐姐一样关心她、鼓励

她。最终，欢欢收拾好心情，充分

发挥自己的专长，成就自己的同

时，也教出一个满意的学生，收获

了美满的爱情。

她为那个身心疲惫的成都女

子落梅提供了一处守护幸福、安

放心灵的港湾。丈夫的背叛，残

缺的身体，双重不幸，让那曾经热

爱生活相信爱情的女子痛不欲

生。带着千疮百孔的身心，落梅

和丈夫来到西藏，长住客栈。当

他们在西藏重新创业时，一场意

外的大火，让他们所有的积蓄化

为灰烬。善良的端阳在客栈里组

织募捐，为他们募集创业资金，让

那受命运一次次打击的弱女子，

重新找回幸福。

……

在小说一波三折的情节中，

端阳始终是那美丽善良的白拉姆

仙子的化身。她的存在，是为了

给身边的人带去爱和温暖。在多

吉眼中，“觉得眼前这个女子在他

的胸口塞进了像太阳一样温暖的

一团火，这团火盈满他的胸膛，让

他半天吐不出一个字。”这团火，

不止温暖过多吉、欢欢、落梅，还

温暖过到处漂泊的陈默，“只觉眼

前这张精致的脸、这个可爱的院

子有着不一样的温暖，让他原本

冰凉的手脚慢慢变暖。”这团火，

还温暖过单纯可爱的雍措、温暖

过重情重义的韩浩、温暖过骄傲

自负的马妍……这团火里，包裹

着的，是一颗纯净仁爱的心。而

在这世上，没有什么美，可以抵过

一颗纯净仁爱的心。

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

值。读《白拉姆客栈》，你会发现

不仅故事的主人公端阳，其他人

物，也都有一颗善良的心，让你在

不知不觉中，为人性中的美、为真

诚的爱而感动。透过一个个鲜活

的人物形象，我仿佛窥视到躲在

故事背后那个创作者的心。我相

信，她肯定和端阳一样，纯净善良

而美好，才能将故事写得如此温

暖感人。

没有什么美，可以抵过一颗纯净仁爱的心
——读宋晓俐《白拉姆客栈》

□高荣芳

□陈丽桔

旅游与旅行 不一样的精彩
——读《人生终要有一场触及灵魂的旅行》

本报讯 日前，石狮首例非法

采血鉴定胎儿性别的被告人黄某、

林某因犯非法行医罪，被石狮市人

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

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这

起由凤里街道“两非”专案组联

合市“两非”专案组、公安机关查

处的“两非”行为是石狮首例因非

法采血进行胎儿性别鉴定而获刑

的案例。

据凤里街道有关负责人介

绍，街道将打击“两非”工作列入

重要议事日程，加大组织领导，

组建由公安、卫计、司法等部门

组成的“两非”专案组，具体负责

“两非”案件打击查处工作。今

年2月，街道“两非”专案组接到

群众举报后，在石狮市“两非”专

案组的领导下，会同公安机关，

当场查处一起非法采血鉴定胎

儿性别案件。据了解，以往非法

鉴定胎儿性别的手段主要是黑

诊所利用B超检查来进行，而此

次查处的是通过抽取血样送到

香港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的，这在

石狮属于首例。

凤里街道鼓励群众踊跃举报

非法胎儿性别鉴定等违法行为，

对举报人给予保密，查证属实的

给予举报奖励。

（记者 王秀婷 通讯员 李铭

集 杨云燕）

本报讯 近日，蚶江镇青莲村

老年协会收到了4万元捐款。善

款的背后，是该村党支部书记谢

建财简办父亲的丧事、捐资公益

的善举。

日前，谢建财的父亲过世，作

为村党支部书记，谢建财自觉履

行文明办丧规定，一切从简办丧，

并和他的兄弟将简办丧事节省下

来的4万元捐献给青莲村老年协

会。就在2015年，谢建财和家人

也曾简办短办母亲丧事，为青莲

村老年协会和青莲小学捐款8万

元，受到社会广泛称赞。

记者获悉，除了两次简办丧

事做公益，谢建财平日里在青莲

村一直积极牵头，热心参与村里

公益事业建设。每当村里出现病

困家庭或失学儿童，他总是带头

捐款。为帮助村里老人，谢建财

还热心出资15万元，连续三年重

阳节为村里60岁以上老人捐献大

米和食用油。 （记者 谢艳）

本报讯 近期，祥芝镇赤湖村积
极响应镇政府开展的为期3年的农

村环境卫生整治行动，并将农村生

活垃圾治理作为首要任务纳入其

中。经过一段时间的环境卫生集中

整治，赤湖村环境卫生面貌得到明

显改观，人居环境得到进一步优化

改善。

为推进赤湖村环境卫生清扫保

洁实现全域化，该村投入大量的财

力、人力、物力，并组织大型机械进

场作业，集中整治辖区内积存的生

活垃圾和建筑垃圾，清除“牛皮癣”

小广告和乱拉乱挂物，有效根治卫

生死角，环境面貌得到明显改观，

得到了辖区村民和社会各界人士

的一致好评。截至目前赤湖村共

清理卫生死角120多处，清运生活

垃圾100多车，清运建筑垃圾30多

车，清理了大量的杂草，清除“牛皮

癣”小广告300多处、乱拉乱挂等各

类杂物60多处。

推进环境卫生整治，提升环境

卫生面貌，需要广大群众的参与和

支持。为此，祥芝镇环卫所工作人

员和赤湖村干部将深入开展“垃圾

不落地”系列宣传服务活动，分发

《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丽家园》和
环境卫生管理规定等宣传材料，发

动村级配套组织、中小学校、民间社

会团体、公益组织共同参与环境卫

生管理工作。同时，引导村民群众

切实履行“门前三包”责任制，摒弃

不良习俗和不文明行为，培养健康

生活方式和良好公共卫生习惯，形

成人人关心环境、人人爱护环境的

良好氛围。

（记者 李琳毅 通讯员 蔡育兴）

8月8日，凤里街道东村社区居委会组织
社区工作人员和联防队员一起在和平路的
一幢老旧、且无物业管理的小区里安置灭
火器。据了解，由于老旧小区设施老化，
同时大部分都是出租房，为了确保辖区
居民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社区两委研
究决定给该小区安置灭火器，共安置了
35瓶灭火器。除此之外，还为周边的店
面分发灭火器。此举受到了广大住户、店
家的称赞。

（记者 王秀婷 通讯员 张维南）

本报讯 8月4日，由市文体旅游广电新闻出版

局主办的“文化进社区”活动之一“感知道德的力

量”讲座走进凤里街道新华社区，市博物馆馆长李

国宏为社区80多名未成年人及家长讲述道德故事。

讲座上，李国宏列举了东汉的杨震、南宋的李

文会、北宋的蔡襄、清朝康熙年间的张英等历史名

人，并从他们的为人处世、家风家训及流芳千古的

典故讲起，深入浅出地阐述了一个人的道德品质的

重要性。“道德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人文基础，是一个

国家和民族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我们要见贤思

齐，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从家庭抓起。”李国宏说道。

“像这样的讲座要多开展几次，听完了不仅长知

识，而且还深受启发，这就是道德的力量。”带孩子来

参加讲座的李大姐对记者说道。 （记者 王秀婷）

本报讯 8月8日下午，灵秀镇总工会在海西电

商园举办“夏日送清凉 生产保安康”防暑降温慰问

活动，现场为辖区20家企业送上防暑降温物品。

“这些防暑物品你们带回去发给工人，近来天

气炎热，大家一定要注意。”现场，灵秀镇总工会有

关负责人为职工代表送上菊花茶、蜂蜜、正气水等

防暑物品的同时，也不断叮嘱职工要注意防范高

温，保证安全生产。同时，要求各企业认真落实防

暑降温主体责任，向高温作业劳动者提供合格的个

人防护用品，及时安排调整夏季高温天气作业时

间，积极改善劳动条件和作业环境。据了解，此次

慰问对象主要有快递、物流、保洁、保安、汽修、厨

师、物业、建筑工人和纺织服装工人。

为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今年入夏以来，灵秀镇

总工会积极找点布点，携手服装城工会和海西电商

园工会分别在服装城南区A幢服务台、北区B幢服

务台和服务综合大楼1楼大厅、海西电商园等地设

立“清凉驿站”免费茶水点，为商户、购物者、职工送

去一份“清凉”。 （记者 庄玲娥 通讯员 蔡少波）

村支书移风易俗做表率两次简办丧事助公益

大力整治环境卫生

赤湖村容村貌明显改观

凤里查处石狮首例采血鉴定胎儿性别案件

灵秀镇总工会
给企业职工“送清凉”

“感知道德的力量”讲座
走进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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