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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度”
锦尚现场督促跑出项目推进

落实
“五好”树立典型
记鸿山镇伍堡村第十二计生协会小组

一个小小的村级计生 人口与计生之窗
协会小组，
面对纷繁复杂的
以工作片人员为 工，确定时间节点，抓进度，定目
主办：市卫计局 市计生协会
聚焦“项目攻坚2018” 目制度，
如何把 530
骨干，成立专门的工作小 标，全面精准完成土地放样测量， 片区计生情况，
承办：石狮日报社
人的常住人口及近1000人
组，全面负责项目的征
确保项目动迁无障碍，
才有了村
湖滨、灵秀
协办：凤里、
宝盖、蚶江、永宁 计
生
本报讯 10月9日上午，在沿 地、迁墓、拆迁工作，在项目攻坚 民集中签约的一天。
的外来人口之心凝聚起
祥芝、鸿山、锦尚 办
海大通道锦尚厝上村段，锦尚镇 中遇到的难点、疑点，都会及时会
来？伍堡村第十二协会小
据悉，作为石狮海岸带规划 组通过独到的工作方法和特色服务，坚持以人为本，
党委书记邱华侨与镇挂钩项目干 商协调，为项目推进扫除障碍，确 建设的重要道路工程，
锦尚外线 情系民心，不仅赢得了村民及众多外来人口的广泛信
部、项目施工相关负责人等，就锦 保项目稳步推进。此前，锦尚镇 项目全长6.5公里，贯穿锦尚整个
尚外线推进需要解决的问题，进 组织举行锦尚外线深埕段土地征 滨海自然景观，是一条集交通和 任，成为了育龄群众的贴心人，而且把计生协会工作
行现场办公，督促征迁工作，协调 地款集中发放仪式，仅一天时间， 景观功能为一体的复合型道路， 开展得有声有色，成了镇计生协会组织的一面旗帜。
施工队进场事宜，加快项目推进 现场就有40余户村民到现场进行 目前，这条外线于昨日已开始进
如何宣传教育群众？他们的口号是“从我做起，
进度。这是锦尚镇项目攻坚的日 签订协议，共发放土地款1300多 场动工建设，建成后将成为海岸 发挥带头作用。”60名会员带头学习宣传计生政策法
常一幕。
带头遵守计生法规，带头发挥好“管自己、教子女、
这是该镇加快推进锦尚外 带的重要旅游廊道，进一步推进 规、
据悉，锦尚以挂村镇领导牵 万元，
帮亲戚、带四邻”的作用，带头参与“三个文明”的建
线征迁工作，
工作组多措并举，
做
滨海景观廊道的持续完善。
头，强化镇领导挂钩联系重点项 足前期动员工作，并进行细致分
（记者 邱育钦） 设。同时广大会员积极参与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的活动中，群众依托工业区，通过房屋租赁、小商业、
服务业等产业，人均年收入已达万元以上。
面对1500人的片区居民，停留在等上级单位的行
狠抓综治提高公众安全感
政命令是行不通的。那么靠什么来增强号召力和感
染力？该小组通过探索总结，推出了一招鲜，就是大
力开展特色服务活动。一是营造文化氛围，宣传群
本报讯 日前，永宁镇召开第 关会议精神，并要求各村（社区）要
众。依靠村协会在易于聚集的地方制作图文并茂的
三季度综治暨业务培训会，总结了 积极做好黑恶线索摸排工作。据
人口与计划生育巨幅广告牌、板报、宣传栏和宣传橱
第二季度综治工作，通报了综治 悉，该镇将把扫黑除恶宣传工作与
窗等，既让人们学到生育知识，又受到优良环境的渲
“三率”情况，并对下一阶段的综治 综治入户相结合，做到百分百入
染和熏陶。二是搞好文艺宣传，教育群众。邀请泉州
工作进行部署，各村（社区）新一届 户，加大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行动宣
市协会艺术团为群众表演喜闻乐见的计生节目，使群
主干参加会议。
传攻势，争取做到家喻户晓，为下
众从中受到教育。三是创建小组活动之家，吸引群
会议还就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一阶段工作打好基础。
众。在上级计生部门参与下，积极筹措资金，在老人
的基础知识进行讲解，传达上级有
（记者 占婷 通讯员 吴追泽）
会配套建起了高标准的会员活动室，使用面积近100
平方米，方便了会员学习和活动。不定期开办计生培
推广防范非法集资公益广告
训班和知识讲座，累计参加培训和接受教育的已达
500多人次。四是心与心交流，贴近群众，把计生宣传
本报讯 连日来，祥芝镇在镇 别能力，坚决抵制高额回报的诱
服务送到各户村民中。
政府一楼大厅播放防范非法集资 惑，不接受各类非法集资传单，不
该小组坚持以人为本，倾情感召人，在建立流动人
公益广告《老人篇》《农村篇》供广 散播非法集资信息，不组织参与非
口档案的基础上，
吸收流动人口中的积极分子参加协
大干部职工、来往群众观看。
法集资活动。
会。帮助外来人口中的1
5户困难户和新来户解决住
据了解，公益广告片通过案例
不少群众对通过推广防范非
房、
医疗、
就业、
子女入学等实际问题。小组从关心异
介绍了老人、农村人员如何一步步 法集资公益广告片，做好宣传教育
乡人的角度出发，与出租房主、企业负责人分别签订计
陷入非法集资活动。播放公益广 的做法纷纷点赞，认为，将有效促
划生育管理责任书50份，通过合同化、人性化管理，增
告片，祥芝镇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远离非法集
强了房主和企业法人的责任感。小组把工作重点放在
者，推广防范非法集资公益广告片 资，抵制非法集资。（记者 李琳毅
已婚育龄妇女特别是夫妻同住的已婚育龄妇女身上，
旨在提醒广大群众要增强风险辨 通讯员 陈清波 侯伟泓）
定期组织进行生殖健康普查，诊病治病、孕检，通过人
性化服务，转变其生育观念，有效控制了流动人口计划
部署综治工作要点
外生育现象的发生。
宣讲活动引导学子
“争做时代好少年”
该小组积极参与计生“三结合”、“五大工程”，通
过“生育关怀”活动帮助困难会员及育龄群众。小组
本报讯 10月9日，锦尚镇召开 化网格化片区工作要点，根据辖区
本报讯 为全面贯彻落实 走，争做时代好少年”的讲座。 重点从五大方面教导学生如
长利用家庭企业招收的100名工人中，优先安排了30
第三季度综治大会暨扫黑除恶工作 实际，突出重点，走访村居重点区域
党的十九大精神，帮助青少年
讲座一开始，宣讲人与学 何“争做时代好少年”，内容精
名困难会员及计生三户，一些无法来工厂上班的，也
推进会，镇主要领导、分管综治两 及村户，同时召开综治恳谈会，倾听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10月 生回顾了中国的抗战史，要求 彩有趣，让孩子们深受感染，
发放了可在自己家中加工的零散活给她们，广开就业
委、各村村主干、各村巡防队员均到 民声村情，坚持从小事、细部入手，
9日下午，石狮市关工委、灵秀 全体学生勿忘国耻、牢记历 纷纷表示将更加珍惜如今的
渠道。通过小组广大会员的努力及片区群众的支持，
会参加。会议部署全镇综治工作要 及时有效解决村民当前遇到的难
镇关工委、塔前村关工委共同 史。接着，学生们学习了党的 美好生活，好好学习、报效祖
该小组2006—2017年连续11年被镇计生协会评定为
点，确保综治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点，切实提升各村综治“三率”水平，
携手，为塔前小学六年级学生 十九大精神，与学生共同展望 国。
“五好”协会小组，2007年更光荣地被表彰为镇先进协
记者了解到，会上，锦尚镇要求 推进“平安锦尚”建设。
带来了主题为“听党话，跟党 祖国的未来。此外，本次讲座
（记者 王文豪 李荣鑫）
会小组。
（记者 张军璞 通讯员 王水英）
各村居加强网格化管理，进一步细 （记者 邱育钦 通讯员 蔡奕境）

永宁
祥芝

锦尚

读书随笔

几年前读过梁晓声老师的《此
心未歇最关情》，如今再读到阎连
科老师的《独自走过的日子都有余
温》，二者都是两位作家花甲之年
的人生感悟。人走过了一段日子，
特别是作家这样内心敏感丰盈的
人，总是有所感悟，然而你翻开这
纸页，又发现，所有的感悟又不似
感悟。无非是对乡村的记忆，多年
之后回到家乡，见到一些故人，想
起一些旧事，再就是对时间有所
悟，谈谈衰老和死亡，林林总总。
于是不禁感慨，上世纪50年代出生
的作家，你几乎看不到他们华丽的
文字，满纸尽是平实的话语。
阎连科说，“独自走过的日子，
都有余温。”当人生的苦痛已经变
得淡漠，需要回望的，能够反刍的，
都是留有余温的。这也是散文的
魅力，形散而神聚，这文字的精气

独自走过的日子都有余温
神，朴实无华，但是打动人心。
到了这个年龄的作家，变得更
加诚实。比如，他写到他的大姐，
写到了因为大姐常年生病尽不到
大姐的义务，幼时自己对这亲情的
促狭的理解；写到因为一个读书名
额，明明亲密无间的两姐弟，瞬间
变得就像陌生人，直到二姐轻声对
弟弟说：“你去上吧……”旧时乡村
的蛮荒、物质的匮乏，不需要多少
形容词来描述，反而转述成“我想
要通过写作到大点的地方去，我想
逃脱这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
一言以蔽之，其实，读书也好当兵
也罢，总是想要找一条途径去过
“和他们不一样”的人生，而这没有
什么不好意思。也许在人生的壮
年，最为辉煌成名成家的时代，这
些想法还会被解读成“看不起家
乡”“看不起乡村”，但是，花甲之年

□阿咩
的阎老师，他面对的，给予读者的，
都是真诚的文字。你渐渐地就进
去了，也许没在乡村生活过，没有
经历过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生活，
但是，人年轻的时候，情感大都是
相通的。比如，那么美好的女孩因
为人性的蛮荒和冷漠生命只停留
在最美好的年华。这么多年过去
了，阎连科在文字中反思，更多是
回忆，因为他比我们都懂人生时光
不可逆。你可能也经历过，在懵懂
之年，对于美好的向往，偏偏内心
的自卑反应出来的行为是带有罪
恶气息的，也许你也辱骂过喜欢的
女孩，抢过她的铅笔盒，和别人嘲
笑她的美好。那么这文字的最大
意义就是，一位对过往生活的反思
者，他告诉你，什么样事情不要做，
因为即便是围观，内心深处隐隐的
内疚也会跟随一辈子。

他还写到城乡差异，写到自己
的妻子跟乡村生活的格格不入，但是
口气和缓，没有偏袒谁，没有指责
谁。他说，妻子一生受的是和农村教
育截然不同的教育。他与妻子一起
生活，但是也尊重农村的乡俗。不要
求谁为谁改变，因为这些都是持续一
生的，没有谁有义务妥协，承认自己
错他人对，更加没有用“孝道”
“传统”
等令家人违心妥协痛苦。我们都知
道，这些三观上的不协调拆散了多少
家庭，一个家庭的男人，作为中枢，他
的理解和豁达是多么重要。
虽然都是些生活细碎感悟，但
是偏偏从中也看到了自己的生
活。其实，人生中绝大多数的时
间，都没有轰轰烈烈的故事，所以
散文也是很好。明明在文学上已
有建树，心底还是存疑、恐惧，担心
自己写不出好的作品，但是又认为

《随心随意去生活》是
“香港四大才子”之一、《新周
刊》年度生活家蔡澜的一部
生活哲学之书。蔡澜集美食
家、电影人、主持人、作家等
身份于一身，阅历丰富，潇洒
不羁，吃遍天下，走遍天下，
玩遍天下，写遍天下，把生活
过成了自己真正喜欢的样
子，被无数人奉为人生典范。
金庸在本书序言中对蔡
澜推崇备至，他如此写道：

微信号：ssrbreading 邮箱：ssrbreading@126.com
悦读推荐

即便是写不出依然要尽自己最大
努力去写。他真诚地在写，写的是
我们每个人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
的纠结和煎熬，有许多的怀疑，但
更多的是鼓励。
我们的人生，可能就像这散
文。一生之中的琐事，散落在不同的
地方，散落在时间里，但是要有一个
精气神，走过去的岁月回头再看，所
有经历过的难过和伤痛，依然留有余
温，那么这岁月，即是没有辜负。
阅读感悟

新书资讯

蔡
澜
：
随
心
随
意
去
生
活

悦读交流平台

“蔡澜是一个真正潇洒的
人。他见识广博，懂的很多，
人情通达而善于为人着想，
琴棋书画、文学电影，什么都
懂，于电影、诗词、书法、金
石、饮食之道，更可说是第一
流的通达。”
从内心出发，做自己喜
欢做的事，过自己想过的生
活，才是活着的意义。蔡澜
说：“人生的意义，简单来说，
就是活得快乐。我们日常生
活中，很容易就能找到自己
的快乐。种花、养鸟、喝茶、
逛书店等，都是让我们活得
一天比一天好的学校。”
在本书中，蔡澜真诚奉
献 迄 今 70余 年 的 生 活 智
慧。本书还特别收录了蔡澜
关于美食、婚姻、人生、烦恼
的自问自答，妙语连珠，妙趣
横生。通过本书，读者可以
重新定义生活，打开思想新
世界，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
一生。
（悦读）

择而读之

□吴锡平
近年来，出版市场的丰盛繁荣， 量，注定将是过眼
用“雨后春笋”来形容已不贴切，得 烟云，不会成其永
用“铺天盖地”或“浩如烟海”才行。 恒。在呼吁著作者
由社会进步、文化兴盛带来的出版 多些“精品”意识的
繁荣自然值得欣慰，但值得担忧的 同时，作为读者，也
是，在表层的量的巨大丰富背后却 应该多一些“精选”
是质的下降和滑坡。“兑水”、跟风、 和“精读”的意识。鲁迅先生曾说
炒作、重版复版、
“新瓶装旧酒”等不 过：
“浪费时间无异于谋财害命。”从
正常的出版现象几乎成了近年出版 这个意义上说，“精选”和“精读”也
市场上的流行风，一波连着一波。 是对自己负责，不致被“谋财害命”，
甚至还有一些质量低劣贻害读者的 是一种不得已的自我保护。
伪书、坏书也混杂其中。
叔本华曾说过：
“读好书要有一
书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 个条件，就是不读坏书；因为人生苦
绝不是一次性消费品。书应该是长 短，时间和精力都很有限。”的确，
期流传、滋益后人的营养品。好的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有
书并不只在有没有真情实感，是不 涯”的生命里，面对“无涯”的知识海
是文采斐然，更在于著作者有没有 洋，如何能够尽可能多地领略思想
自己的思想，是不是对自己所处的 境界，感受思想的魅力，择而读之就
时代有独特的思考和真切的感悟。 显得尤为重要。汉代王符的《潜夫
“言而无文”注定“行而不远”。而学 论》中有句：
“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于
养的积累、思想的精深也绝非一朝 典。”说的是要在这世上求得真理，
一夕之功，那些速成的、赶潮的、搭 没有比读书典更好的了。朱熹也有
车的著作注定不会有太高的含金 言：“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

水来。”没有来自源头的清泉的滋
润，就不会有清洁的精神和健康向
上的思想。甚至从某种意义上
说，不加选择的阅读是危险的。
那些封建的、迷信的、色情的、伪
科学之类的读物，不仅可能将你
的阅读胃口败坏，更有可能将你
的阅读趣味引向歧途。
因此择而读之需要具备明
辨良莠、披沙拣金的眼光，避开
那些阅读中的暗礁，选好书，读
好书，洞明事理，滋益神智。
择而读之，还要有所读，有所不
读。有所读，是要借鉴参考别人的
智慧与思想；有所不读，是要给自己
的独立思考留下空白，在别人思想
的帮助下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
书绝非读得越多越好，如果
没有一以贯之的阅读趣味和独立
思考贯穿其中，纵使“读书破万
卷”也未必“下笔如有神”。所以
择而读之，既遴选精粹而读，抗拒
平庸，提升品位；又常给自己的读
书生活留白，在高雅的阅读中注
入自己的理解和思考，以求仁智
互现，明理冶性。

《远山——徐志摩佚作集》
收录了已版各种《徐志摩全集》
所失收的徐志摩佚作共 141篇
（首），大体分为诗歌、散文、日
记、书信等五类。此外，本书还
收录徐志摩摄影作品5帧，以及
11位徐志摩佚作发现者的考释
性文章14篇。

《雪绒花的庆典》
雪绒花的庆典》
胡米尔 赫拉巴尔
花城出版社

《远山》
远山》
徐志摩
商务印书馆
《雪绒花的庆典》写于20
世纪70年代，是赫拉巴尔鼎盛
时期的作品。鲜活的乡村场
景，赫拉巴尔式的人物，令人难
以置信的故事，看待世界的独
到眼光，一系列情节不连贯的
故事或图像串联，将荒谬滑稽
的人生百态高度戏剧化。

《看见睡莲之后》汇辑顾城
1987年至 1993年在德国及全
欧、中国香港和美国东西部城市
参加文艺活动，公开发表演讲与
现场答问存留的笔记和录音整
理稿。全书按时间顺序分为四
个部分，并附加了解析顾城思想
《看见睡莲之后》
看见睡莲之后》
脉络的图片和编后记。
顾城
金城出版社

《AI迷航
I迷航》
迷航》
肖遥
上海文艺出版社

如果人工智能失控，世界
将会怎样？在《AI迷航》中作者
描绘了未来世界的画卷，极具悬
念的情节，诡异多变的气氛，细
腻丰富的情感，个性迥异的人
物，将带领读者进入一个机器觉
醒、伦理混乱、文明重构的人机
共存新世界。
（水上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