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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与上届相比，支委总数降低至47
名，其中妇女支委7人，支委平均年龄48岁，目前兼

任村委会职务12人；新入选支委3个，占支委总数

的6.38%，全部具有本科学历，平均年龄30岁，大大

低于支委的平均年龄（48岁）。

前期整顿到位，效果更加明显。针对彭田、仕

林等换届“难点村”，有针对性地制定整治工作方

案，建立台账，“一村一策”开展集中整治，提前化解

矛盾纠纷。从得票情况看，综合素质较低的党支部

班子成员，在换届选举中合理地进行了更换。同

时，在本届任期内踏实干工作、为民办实事的村干

部，在群众的认可下继续任职，有33名支委留任。

（记者 王文豪 通讯员 高诗茵）

本报讯 为纪念第29个“世界

人口日”，锦尚镇卫计办、镇计生

协会、锦尚卫生院于7月9日上午

在锦尚中心公园开展主题宣传活

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发放网上

办证、免费婚检孕检，优孕优生优

育、育儿常识、妇女常见病防治等女

性健康知识宣传单近300份，避孕

套200多盒。同时设立咨询台，就

生殖健康、避孕药具、早教知识，为

群众解答疑问，宣传、解读推进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营造了全面做好

人口计生工作、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的良好氛围。

（记者 邱育钦 通讯员 王容俭）

本报讯 7月10日上午，为纪念

第29个世界人口日，蚶江镇卫计

办、计生协会、流动人口管理站、蚶

江卫生院联合在蚶江新大街开展宣

传主题为“共建生育文明，共享美好

生活”的纪念世界人口日宣传活动。

当天的活动现场为群众进行

免费体检，对于较严重的患者免费

帮助其进行必要的治疗。与此同

时，在现场免费发放避孕药具、健

康科普、卫生计生知识等宣传材

料，通过活动共发放宣传材料400

多份，加深了广大群众对世界人口

日的认识，营造了卫计工作的良好

氛围。

（记者 兰良增 通讯员 郭文烟）

本报讯 近日，祥芝镇卫计办、

计生协会抓住这一节日契机，在大

堡村工业区围绕主题组织开展了一

场宣传服务活动。

活动吸引了过往数百人群众

的积极参与，现场通过分发生殖保

健知识、优生优育知识、计生惠民

政策等各种宣传折页和宣传小礼

品，形成了浓厚宣传氛围。此次主

题宣传活动，发放各种宣传材料

200多份，进一步转变群众传统婚

育观念，普及健康优质生活理念，

倡导群众自觉实行优生优育，密切

关注自身健康，提高家庭幸福生活

指数。

（记者 李琳毅 通讯员 杨松峰）

本报讯 7月10日，石狮市

纺织服装产业发展基地和泉州

鹏泰服饰有限公司联合开展夏

季消防演习。

当天上午，消防演练以火灾

逃生拉开序幕，在“浓烟”的包围

下，在短短的几分钟时间里，厂

区900多名员工迅速逃离至空

旷区，同时厂区消防小队迅速架

起水枪逼近火源，开展模拟消防

灭火演练，整个演练程序紧张有

序进行着，也让员工们进一步了

解和亲历遭遇火情的逃生与灭

火流程。此外，消防中队的队员

们对消防器材使用方法进行讲

解，并让员工们实战操作，确保

员工能够正确使用灭火器，在应

急时刻派上用场，进一步提高广

大员工消防安全意识，做好园区

消防安全工作。

（记者 邱育钦 通讯员 王名毅）

本报讯 厕所是检验城市文

明的标尺，为不断推进“厕所革

命”，湖滨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始

终将“厕所革命”作为补齐民生

短板，推动辖区文明的有效载

体。7月3日，记者从该办事处

得知，今年辖区将新建、改造3

座公厕，目前即将开始招投标，

本月即可动工，在市区公厕改革

中领先推进。

据了解，本次新建、改造的

公厕选址均落于曾坑社区，两座

即将被改造的公厕始建于1989

年。由于建设时间长，或多或少

存在于下水系统不通畅、墙体脱

落、照明等问题。为打赢“厕所

革命”这场硬仗，从去年伊始，湖

滨街道办事处以创建文明城市

为契机，已新建、改造自治公厕

11座，更为曾坑蓉园旅游建设打

下基础。

“以旅游厕所建设标准要

求，加快推进公厕改革，改善居

民环境。”湖滨街道负责人表示，

将结合旅游、美丽乡村建设，着

力推进这项惠民、便民工程。同

时，记者了解到，在原有公厕数

量的基础上，（今年）将再投资25

万元在曾坑蓉园金树13号厝边

新建一个约37.5平方米的一层

公厕。

此外，为了加强公厕日常保

洁管理，因地制宜管好公厕，有

效监督考评公厕管理的工作实

效，该街道也制定了一系列相关

的考评奖惩制度。据悉，除市级

考评之外，街道每月将对辖区自

治公厕进行自查，并将自查情况

下发整改，若未积极配合整改或

阻碍自查的社区，将取消评优评

奖资格。为了便于公厕的日常

保洁，每个社区每月都有固定的

管理经费基数。同时，为了有效

监督社区公厕管理的工作实效，

根据市级通报成绩情况，套用公

式计算，每月下拨一定比例的公

厕卫生管理经费，若社区当月未

被考评，社区公厕卫生管理经费

按100%下拨。社区公厕卫生管

理经费每月核算一次，并按实际

在用公厕个数下拨。当市级将

公厕收归管理后，此社区公厕卫

生管理经费终止下拨。

（记者 陈嫣兰 通讯员 李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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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是第29个世界人口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确定今年宣传活
动主题为“共建生育文明，共享美好生活”。

祥芝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鸿山镇了解到，一段时

间以来，该镇多种方式开展平安创建宣传活动，进

一步提高辖区居民群众的知晓率、参与率、满意度。

鸿山镇利用LED屏、横幅等载体，加大平安建

设宣传力度；各网格化成员深入辖区开展宣传工

作，分发综治宣传小礼品；综治办工作人员到老年

学校授课；给鸿山中心幼儿园的全体家长分发《致

全镇人民的一封信》，号召群众积极参与鸿山平安

建设。除此之外，该镇还在伍堡新大街、东埔三村

法制广场、石狮五中开展宣传活动，营造了浓厚的

综治宣传氛围。 （记者 张军璞 通讯员 邱美鹃）

本报讯 7月10日，华联公司校外辅导站暑期

活动启动了。每年暑假一到，该公司校外辅导站便

会举办暑期活动，聘请大学生志愿者到辅导站，给

员工子女辅导功课，组织开展兴趣活动。也因此，

每年，该公司校外辅导站成为员工子女的暑期乐

园。校外辅导站开展暑期活动，既让新市民子女暑

期有个好去处，又可让员工安心工作。

据悉，今年，该企业校外辅导站的暑期活动将

为期一个多月，共有80多名员工子女参加活动。值

得一提的是，参加暑期辅导工作的四名大学生志愿

者中有一名是华联公司员工的孩子，多年前，也曾

在公司校外辅导站内度过快乐的暑期生活。如今，

已是一名大学生的她，也加入到了公司校外辅导站

的志愿者中来。 （记者 林智杰 通讯员 黄礼爱）

华联校外辅导站
让员工子女开心过暑假

鸿山多举措开展综治宣传

时间在呼吸

没有多少人明白张爱玲的苍

凉含着北方的粗犷，很多人把她

看作“小资教母”或者“最后的

贵族”，绝对是巨大的误读。

其实张爱玲绝少在作品中提

到酒吧、咖啡店这些小资场所，

也绝少描写贵族的故事。她的

祖辈虽有贵族气派，到她父亲手

上早已没落，她连“遗少”都算不

上。她对贵族充满了嘲讽。她写的

大都是普通人的心理生活，普通人的痛与伤，有些痕迹甚至

无处告白，她只是借用了贵族的文字形式，偷渡现代人的内

心，她的立场也是非贵族的，甚至是小市民的。

张爱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个人主义者，也是现代中国第

一代问题家庭的儿童，因为她天才的光辉，往往遮蔽了她年

轻时个性和人格上的负面。这些负面，说得好听点，是特立

独行；说得彻底点，其实就是有心理疾患。

可贵的是，这个聪明、坚硬的女子，并没有为自己的负面

所限，她用写作超越了内心的疾患，将它们磨衍成深刻的解

剖和表达，既表达了自己，也表达了别人。她经历了那么多

不幸，父母离异、家暴、战争、遇人不淑、堕胎……她被逼孤

绝，在她孤绝的姿态里却有着对人生无限的懂得。超越负

面，张爱玲以自己的作品构筑了普通人的心理疾病长廊，深

刻地表现了心理和生活的互相影响乃至互相伤害。

后期的张爱玲离群索居，反倒活得更加真实，心态更加

正常，那才是完全符合她个性的生活方式。她不用如年轻时

为了摆脱心理上的压抑而刻意张狂，也不用因拙于待人接物

而使自己痛苦，真正达到了她所谓“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

合充满生命的欢悦”的孤独理想。虽然有许多艰难，但都是

常态的情状，看她这时期的信件文字，真叫“温柔敦厚”。

只是，由于蕴含复杂的心理质素，张爱玲的小说不断地

被误读，包括拍得最成功的张氏电影《色，戒》，李安也在最关

键的戒指环节误读了她，就连许多研究者，至今都在误读

《色，戒》，实在令人无所适从。再有她的《相见欢》，为众人忽

视却非同寻常的杰作，其哲学上的意义不亚于贝克特的《等

待戈多》。在这篇小说里，张爱玲做了最冒险的探索，用毫无

故事和情节的方式，用中产阶级重复的乏味，用人性的根本，

将人生的“无聊”表现到了极致。

从前因为涉世未深，有些地方

误读了张爱玲，后来发现，生活原来

就是张爱玲道破的虚无天机。张爱

玲是个人主义者，不抱启蒙的想法，

没有明亮，黯淡破败地就表现了。但

她骨子里是外冷内热的。读她，要结

合她的散文书信读；读她，要有阅历

做本钱读。她可能会是相对主义时

代的宠儿，也可能是任何时代令人争

议的对象。她真实到可怕。但她始

终在精神之路上行走着，陪着她笔下

的人物，尤其是那些幽暗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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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贵族的张爱玲
□万燕

许多浪漫主义艺术家的生活

与艺术之间都有简单直接的联

系，德拉克洛瓦则不然。他的艺

术表现的是奢侈、激情、暴力、放

纵，而他在生活中却自守自持：畏

惧激情，视宁静重于一切，希望且

相信人们“注定有一天会发现，世

间最重要的是平心静气”。他可

以说是魅力十足，但不是因为他

外表服饰考究，而是因为他内在

气质高贵卓越。用安妮塔�布鲁
克纳的话说，他“也许是继鲁本斯

之后美术界最光彩夺目的人物”，

但他同时也苛刻挑剔，有些吝啬，

除了会放纵自己的绘画想象，在

其余一切问题上都是个遁世者、

苦行僧。他不好酒色，对交际花

佩瓦夫人那奢侈得骇人的沙龙没

什么好感，那儿的晚餐总是让他

第二天早上还感觉颇有负担。他

没有浪漫主义的乐观精神，认为

绘画中所有的重大难题在16世纪

都解决了，自那以后艺术就一直

在走下坡路。他也不喜欢那些支

持他的人也不管他乐意不乐意，

就把他算在浪漫主义小圈子里。

有一次，有人想拍他的马屁，称他

为“美术界的维克托�雨果”，他冷
冷地回答：“先生，您错了，我是纯

古典主义艺术家。”尽管他最受欢

迎的作品大概是《自由引导人

民》，这幅画的作者本人却基本上

是个极端保守主义者。同福楼拜

和罗斯金一样，他痛恨铁路，而且

悲观地认为未来“世上将遍地掮

客”，城市里满是来查看自己股票

股份的转业农民。他视多愁善感

为人之大缺陷，博爱主义则是更

大的缺陷。有的时候，合理的做

法似乎是不把他看成浪漫派，而

是一场光芒四射的大爆炸，只是

恰好与浪漫主义运动同时发生罢

了。

他总是让人惊讶。他很欣赏

霍尔曼�亨特的作品。他觉得佩
里格这个城市的女人比巴黎的漂

亮。他说和“白痴”聊天同和“有

思想的人”交流一样愉快。他坚

信伦勃朗“是一位比拉斐尔伟大

得多的画家”（这在那个时代简直

是“亵渎神明”）。1815年，日光胶

板协会（世界上首个专注于摄影

的学术组织）成立，他是创始成员

之一，因此也是最早思考这种新

艺术的创作过程与潜在影响的画

家之一。不像有些人，他并不认

为“从今天起艺术已死”。1853年

5月，他细细研究了欧仁�迪利厄
拍的一套裸体模特照，他将这鲜

活的写真与几幅马尔坎托尼奥的

版画对比着看，发现后者“失真失

准，矫揉造作，极不自然，让人厌

恶，甚至令人作呕”。

伴随着如此开阔心胸的，是对

自我束缚的恐惧，更为恐

惧的是为人所束缚。他允

许自己被热妮�勒吉尤喜
欢，享受她对自己的忠诚，

这肯定是因为这份感情平

心静气，且令人平心静

气。然而，尽管不希望受

制于人，他亦希望脖子上

能挂上大十字勋章。和许

多法国原创画家以及作家

一样，他被法兰西学会一

次又一次地驳回入会申

请，却只是越发铁了心地要加入

（1857年，他的第8次申请终于获得

通过，被选为会员）。这种循规蹈矩

让波德莱尔大为不解。德拉克洛瓦

去世三年后，波德莱尔在一封写给

圣伯夫的信中回忆了当初要求画家

对自己的“顽固坚持”做个解释，毕

竟，那么多年轻人都更愿意将他看

作一个被社会遗弃的人，一个叛逆

者。德拉克洛瓦当时的回答是：“我

亲爱的先生，如果我的右

臂突然瘫痪了，作为学会

会员，我还有资格教书，而

且，只要我还算健康，学会

就会替我付咖啡和雪茄

钱。”

这话让我们想起当代

艺术界的那些骑士和小爵

爷们，他们做出一副自轻

自贱的样子，解释说，勋章

这劳什子，主要的意义在

于有了它，去饭店订座容易些。

（节选自《另眼看艺术》，朱利
安�巴恩斯 著，译林出版社）

夏立君的历史人物系列散文

《时间的压力》,给了我强烈而持久

的阅读体验。它干净利索，剥皮见

骨，时有水落石出之效，通情而又

达理，读来简捷畅快，而又时时让

人警醒，颇费思量。

为了《时间的压力》，夏立君积

累了几十年。他五十岁后始能专

心于写作，耗时多年，也就写成了

《时间的压力》一部书，常常一文竟

需耗时半年甚至一年。写这样的

文章，没有相当学养是不行的。这

样的作家，可说是学者型作家了。

当然，夏立君追求的是文学表达。

他把时间差不多都用于钻故纸堆

了。这年头谁还能花多年的时间

才写一本书啊。“当作家越晚越

好”，这话用在夏立君身上是合适

的。像《时间的压力》这样的书，年

轻时还真的写不了。它真的需要

作家上升到一定的高度，能与古人

平视，能体贴、对话，甚至能做古人

诤友。

有两个大得没法再大的尺度

笼罩着这组文章：时间，人性。时

间没有重量，却有压力，它淡漠冷

酷却又生机勃勃,永远上演着摧毁

与诞生的游戏。古人就在我们的

对面。他们不再掩饰自己，不会回

避我们的眼神，而我们却常常对他

们视而不见或者是不敢正视。没

有人能够不承受历史的风霜。观

察历史，思量古人，擦亮时间这面

镜子，还是为了反观自身。夏立君

提出了一个“时间单元”概念。读

其作品，你分明感到，那时间不仅

是有压力的，亦是在深沉呼吸的。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时光

如此慷慨又无情，它让每一个人都

能变成有闲说玄宗资格的“白头宫

女”。在时间单元的转换里，你若

有能力将古人作为审美对象，亦应

能将自己置于那个时间单元。《时

间的压力》给了我们生动的在场

感。我从中“看见”了古人的生动

眉眼，自己也在历史的场域中随古

人挣扎、浮沉。

对古人付出“同情的理解”，作

者做到了。这又涉及另一尺度：人

性。

人类史极其漫长，人类竟然从

兽成人，其性质变化何等巨大。但

若检视最近数千年这一“时间单

元”，则令人顿生感慨：人性变化何

其缓慢？将商鞅、屈原、司马迁等

人的人性比之今人，难说有质的变

化。不必说更小的时间单元了。

这正是“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得以成立的人性基础，亦是今人理

解古人、古人理解更古者的人性基

础。

贴着人性写，这往往是对小说

家的要求。难道有不需“贴着人性

写”的文章吗？关键是能否养成

“贴着人性写”的能力。夏立君一

再把自己放进一个一个“时间单

元”里，从那头钻进故纸堆，又从这

头钻了出来。疼痛感淋漓满纸。

古人之痛，今人之痛，化为一个痛。

夏立君笔下古人无不形神毕

肖。他的判断是理性与情感的深

度交织——怜悯李斯，崇敬司马

迁、屈原，喜欢曹操、陶渊明、李白，

警惕商鞅、韩非。历史在颤抖，时

间在呼吸，人性在挣扎。我喜欢这

样有大局有细节、点面结合、人性

丰沛的文章。难用“批判传统”或

“弘扬传统”等概念来评判这文

章。作者的“自以为是”与深度反

省同在。文章皆长，却不觉其长。

这是沉重而有大趣味的文章，这是

能将大视野落到根子上、天空笼罩

大地的雄文。作者在场，古人才能

在场。中国优秀散文的胸襟，从一

开始就是伟岸、恣肆、浑厚的。在

先秦诸子那里，在司马迁那里，散

文所呈现的，就是世界、就是宇宙，

就是苍茫又曲折细腻的人心。《时

间的压力》在趋向宏大的同时，亦

向哲思境界及人性深度迈进。

《时间的压力》阅读难度指数

似略显高了点，也许会令不少未养

成深入阅读习惯的读者，特别是惯

读煽情文、鸡汤文的读者，望而却

步。这不足为虑。夏立君有言：

“我只恐惧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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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拉克洛瓦：有多浪漫？ 精彩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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