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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里首个小区业委会党支部揭牌

小区业委会有了
“娘家”
本报讯 为推进社区治理创
新，激发辖区活力，提升服务水平，
凝聚力量，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
公里”，5月15日上午，凤里辖区首
个小区业主委员会党支部——中
共南洋国际支部委员会揭牌仪式
举行。在凤里街道党工委、五星社

区有关负责人及南洋国际小区物
业、业委会、业主代表见证下，南洋
国际党支部正式揭牌。
南洋国际小区的业主来自四
面八方，在凤里街道党工委和五星
社区的指导下，南洋国际小区通过
成立党支部，助力将党建工作深入

到小区居民群众中，通过党员力量
带动小区住户关心关注“家门口”
的发展，激励业主党员发挥先锋模
范作用，为小区的管理和建设出谋
划策，增加小区业主凝聚力，促进
和谐文明小区创建。
“今后，将发挥党建引领作

用，立足党建阵地，组织小区党员
开展各种主题活动。进一步加强
党群关系，让居民在小区内的‘家
门口’就能为小区的和谐安宁、文
明家园建言献策。”南洋国际党支
部书记邱国肴表示，该党支部将
设立小区党群服务中心，全面推
进“党员责任区闪光行动”，把整
个小区划分多个责任区，增强党
员的地域感、认同感和归属感；不
定期组织小区党员开展志愿服
务、参与小区治理，助力睦邻和
谐，共筑幸福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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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凤里街道党工委将
以南洋国际党支部为试点，积极
探索业委会党建工作相关经验，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推动党的基
层组织向小区延伸；将党组织建
在物业、建在小区，把党的神经末
梢延伸到居民群众中，实现组织
共建、资源共享、机制衔接、功能
优化，编织以党建为核心的共建
共治共享网络，切实提升小区居
民的幸福指数，为城市精细化管
理打造坚实平台。
（记者 兰良增 通讯员 林庆丰）

“老专家”
进小区帮邻里维修家电
“你这把电风扇并没有
坏，给它‘喂’点机油就可以
了。”5月12日下午，宝盖镇仑
后村家电维修“老专家”蔡强
贞查看一番后，就看出了电风
扇不转的症结所在。当天，他
在锦峰花苑小区居家养老服
务中心里“坐诊”，义务帮小区
里的邻里维修家电。
老蔡是市老年大学家电
班的讲师，同时也是老年大学
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在大
伙眼里，老蔡就是一名机电“老
专家”，他与“电”结缘已有50
多年。年轻时曾在海军通信

祥芝老年学校举办感恩活动

家里的风扇需要维修。”于是
他带上工具，来到小区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免费给大伙修家
电。
老蔡的举动，让大家很是
感动。“ 老蔡，技术高，又热
心。”一村民说，老蔡经常义务
帮大家维修家电。这不，让他
帮忙维修的，除了电风扇外，
有的还带来了电磁炉、电炒
锅。老蔡说，能够用自己的一
技之长，给大家做些事，他感
到很开心。
（记者 林智杰 颜华杰
通讯员 黄明提）

永宁开展伏季休渔
消防安全演练

活动中，祥芝镇老年学校的学
员精心准备了合唱、南音清唱、快
板、太极拳等多个文艺节目；来自
祥芝中心小学的学生代表上台表
演诗歌朗诵，并为在场的“妈妈”捶
背、按肩；还有来自祥芝老年学校
老龄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握着“妈
妈”的手，帮她们剪指甲、梳头发，
同时为年龄超过80岁的“妈妈”送
上了鲜花，场面十分的温馨。活动
中还有不少老年学校学员的儿女
们来到现场，为自己的母亲送红
包、献花、合影留念。
不少“妈妈”纷纷感叹，“ 这次
本报讯 5月12日是母亲节，祥 活动太有意义了，它弘扬了中化民
芝镇老年学校举行了一场别开生 族的孝道精神。”
（记者 刘晓娟 通讯员 蔡培钦）
面的“妈妈，我爱您”感恩活动。

读书随笔

站当过架线兵，复员后被安排
到龙岩连城一家煤铁厂当电
工，上个世纪80年代，他回石
狮从事家电维修。虽然年已
七旬，但老蔡仍在学习机电知
识，给自己“充电”,几十年来从
未断过。在老蔡家的四楼有
一间大房间，这就是他的“实验
室”。房间里堆满了各种与机
电相关的书籍和各种电子配
件。他，每天都会到“实验室”
看书、备课、做实验。
眼看气温不断升高，很多
人家里的电风扇也开始派上
用场。老蔡心想，“可能有人

本报讯 正值伏
季休渔期间，5月 14
日永宁镇人民政府联
合多部门在梅林一级
码头举行消防应急演
练。此次活动分为陆
地使用灭火器定点灭
火和海上应急船进行
消防灭火演练两部
分，共有 30多位工作
人员参加演练，有效
提高了渔业消防安全
的应急反应能力。
（记者 占婷 洪振耀）

与希姆博尔斯卡最初的相遇

希姆博尔斯卡（1923—2012），又译“辛波斯
卡”，波兰作家，被公认为当代迷人的诗人之一，
享有“诗界莫扎特”的美誉。希姆博尔斯卡在
199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文学史上第三位
获得该奖的女诗人。她常以简单的语言传递深
刻的思想，以小隐喻开启广大想象空间。她的作
品文字诙谐，于幽默中暗藏讥讽，以精确的讽喻揭示
了人类现实中的历史背景和生态规律。
日前，
“希姆博尔斯卡全集”由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独家引进
出版。该全集由著名波兰文学翻译家林洪亮领衔翻译，直接从波兰文译
出。其中，《希姆博尔斯卡信札》为希姆博尔斯卡散文作品首部中译本。

2011年冬季的西里西亚大学，
波兰文学课的老师在第一节课上
带我们赏读了《三个最奇怪的词》，
那是我与希姆博尔斯卡最初的相
遇。
不，这并不能称为相遇。诗人
已逝，唯有诗篇仍在流传，令无数
的读者不断地遇见她，诵读她，赞
美她，又试图了解她。我，也毫不
例外。
从《三个最奇怪的词》开始，我

陆续读过希姆博尔斯卡
的一些诗——感叹缘分
弄人初见不知是否曾经
擦肩的《一见钟情》；认清
自己即是自我阻碍的《在
一颗小星星之下》，坦言
幸福总被包裹在不幸之
中的《迷宫》，看透风景不
会自我观赏的《一粒沙看世界》，等
等。她把身边万物写成了诗，把寻
常生活写成了诗，又在诗中思索着

□龚泠兮
更深刻的哲理，在诗中打开了更广
袤的世界。
我曾想象过许多遍，在脑海中
描绘过许多遍，发出这般思考、写
下这些诗句的希姆博尔斯卡究竟
是一个怎样的人，她究竟拥有怎样
的性情，爱读怎样的文字，会用怎
样的语气和方式与人交谈？
读过《希姆博尔斯卡信札》之
后，我好像找到了一点答案。这本
书，收录的是希姆博尔斯卡写给文
学爱好者的回信，记录了她对来信
投稿的感想与建议，短小简致却引
经据典，幽默诙谐又辛辣直
接。不同于诗篇是成章珠
玉，信件总是更为随意，嬉
笑怒骂喜恶了然，诗人的性
情仿佛也跃然纸上，令人莞
尔、获益，同时倍觉亲切。
对于要求编辑部对投
稿进行修改的作者，她“很
好奇，奥委会是否会收到来
信说，‘我想获得世界冠军，我授权
你们对我进行训练’。”
对来信提出的“到目前为止哪

个诗人最帅”这样的问题，她煞有
介事地和编辑部同事们进行
了友好交流，最后还真的得
出了结论。
对语法糟糕的稿件，她
抖机灵，“既然医药公司没研
发出专治语法病的灵丹妙
药，我便建议你服用波兰语
语法吧，每日三次，餐后服
用。”
……
抚着书页的某一刻，我
似乎看到了希姆博尔斯卡扶
着眼镜念着来信，或点头或皱眉的
模样；看到她在窗下认真地写下这
些回信，时而严肃又时而狡黠；看
到了她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更为有
血有肉的、饱满而真实的形象。
没有哪一刻，我觉得离她距离
如此之近。
而此书，也不仅仅让我看到了
这位倍受赞誉的诗人的日常性情，
更令我看到了一位从投稿也曾石
沉大海的新人成长起来、最终成为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至高荣誉的文

《近代中国的金融风潮》是一部金
融历史的学术专著，著名学者吴景平
教授对晚清以来近百年时间里十次典
型的金融风潮发生的原因、表现、结
局、影响，进行了专题性研究，
即中交两行的停兑风潮、信交
风潮、历次主要的公债风潮、
1930年代中期的白银风潮、抗
战时期的外汇风潮、战后初期
的外汇与黄金风潮、国民党统
治覆亡前的法币与金圆券风
潮、解放初期上海的金融风
潮。作者从社会变迁与金融领
域的互动这一角度切入，对近代中国
的金融风潮进行整体意义的反思。
《近代中国的金融风潮》一书注

重史学实证研究的方法，兼及中国近
代史和金融史创新性研究的双重取
向，主要着力于对上海金融历史资料
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全面爬梳档案
史料和相关文献，尤其在发掘
上海市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
档案馆已刊和未刊档案、诸多
金融和经济类旧报刊史料、业
已公布出版的金融史专题资
料等基础史料上，着力颇多。
该书各个专题都力求对于相
关的金融、经济、政治、社会等
方面基本史实的准确把握，对
当今社会有一定的历史借镜作用，具
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悦读）

学大家，对新人作者的谆谆教导和
拳拳爱护之心。
她总是一针见血
地指出存在的问题，并
提出有用的建议。她
也会对难得的好作品
报以肯定和欣赏，叮嘱
作者再寄来更多的作
品或在去克拉科夫时
一定要拜访她的编辑
部。
她曾开玩笑说编
辑部办公室那一亩三
分地都已被来信占满，那么，她又
是花了多少时间与耐心，一封封阅
读，一封封点评，才有了这一封封
回信，最终编成了这一本厚厚的
《信札》。
所谓薪火相传，大概莫过于此。
那些收到希姆博尔斯卡回信，
得她批评或指点的文学爱好者和
新人作者们，是幸运的。
而能遇见希姆博尔斯卡，在她
的诗中更了解生活；遇见《信札》，在
她的信中更了解她，则是我的幸运。

《法国文明史》：
重现法国文明演进的轨迹
由法兰西学术院终身院士
乔治 杜比和“新史学”领军人
物罗贝尔 芒德鲁合著的《法国
文明史》，自1958年出版以来，
多次再版，先后被译成英文、西
班牙文、意大利文、波兰文、匈
牙利文和日文等多种语言。
《法国文明史》的叙述起于
中世纪，止于20世纪，容纳了历
史、政治、经济、文化、文学、哲
学、宗教、艺术和科学技术等领
域，详细而完整地阐述了法兰
西文明和文化的历史演变，堪
称了解法国社会古今和法国人
思想意识来龙去脉的小百科全

书。一个丰富又自由、浪漫又
严谨的法国呈现在读者面前。
《法国文明史》有两个基本
特点：对纷繁的历史事实
的高度概括艺术，以
及“新史学”的独特
视野。作者的目的
不在于罗列历史事
件，或者重复教科书
中的文字，而是以新
的历史视角展示千
余年来真正的法国
文明演进的轨迹，以
及数世纪来塑造了法兰西和法
兰西民族特质的诸多文化因素

凤里、湖滨、灵秀
祥芝、鸿山、锦尚

计
协办：宝盖、蚶江、永宁 卫
办

开展
“世界地贫日”
宣传
本报讯 为迎接第26个“世界地中海贫血
日”，5月8日，凤里街道联合市卫生健康局、市 凤里
妇幼保健院在鸳鸯池公园，围绕“地贫难治但可防，婚
检孕检来预防”这一主题开展义诊咨询服务活动。
活动通过设立义诊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等多种
方式，向现场群众普及宣传地贫防治知识，将地贫干
预宣教工作与常规婚检、孕检、优生优育等宣教相结
合，倡导群众关爱自身健康，学会自我保健，增强自我
保护能力，养成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此次活动
共发放优生优育、儿童保健、叶酸等健康宣传材料及
宣传品200余份，义诊100人次。
（记者 王秀婷 通讯员 傅溥墩）
本报讯 为落实新时期计生协会“六项重
点任务”，促进计生工作转型发展，普及孕产期 湖滨
健康知识，5月14日下午，石狮市计划生育协
会、石狮市卫生健康局、石狮市妇幼保健院、湖滨街道
卫计办、计生协会、湖边社区居委会在湖边社区居委
会二楼会议室开展“关爱孕产妈妈 关爱孕产健康妈
妈”主题系列活动。
本次活动以“孕妈成长营——如何识别孕期危险
信号”为主题，活动邀请了石狮市妇幼保健院主管护
师杨主丽，讲授在特殊的孕育时期，准妈妈们如何多
辨别自己身体上出现的一些危险信号，早发现早治
疗，及时巧妙地应对这些危险信号，使孕期更加顺利，
安心度过孕期。同时，活动还邀请了瑜伽老师，现场
示范如何通过瑜伽缓解孕期不适，锻炼身体，提高孕
妈身体素质。
结合本次讲座，还开展了以“地贫难治但可防 婚
检孕检来预防”为主题的宣传活动，通过摆放地中海
贫血防治知识宣传展板、发放婚检孕检宣传手册、地
中海贫血防控健康知识宣传单等积极宣传世界地贫
日知识，提高了辖区居民优生优育、科学育儿意识，在
辖区内营造良好的宣传氛围。 （记者 陈嫣兰）
本报讯 为全面推动地中海贫血和出生缺
陷防控工作深入开展，5月10日上午锦尚镇卫 锦尚
计办、镇计生协会联合港东村委会在锦尚镇人
口健康文化园开展第26个“世界地贫日”“地贫难治但
可防 婚检孕检来预防”活动主题宣传。
活动现场，通过悬挂宣传标语横幅、设立咨询台，
发放宣传资料、宣传品200多份，向现场群众普及地贫
防治知识、优生优育知识等，将地贫干预宣教工作与
常规婚前、孕前、孕期、优生优育等保健宣教相结合，
提高宣教工作效率和可及性、提升群众自觉接受地贫
干预服务和优生优育的意识。
（记者 邱育钦 通讯员 王容俭）

阅读感悟

新书资讯

《近代中国的金融风潮》：
对近代中国金融风潮的反思

卫生健康之窗

间的内在关系。
《法国文明史》以新的历史
视角展示了千余年来真正的法
国文明演进的轨迹，以及数世
纪来塑造了法兰西和
法兰西民族特质的诸
多文化因素间的内在
关系。作者在写作中
把对事件的叙述搁在
一边，专注于提出问题
和解决问题；忽略那些
表面的震荡，而致力于
以中、长期的眼光来观
察经济、社会和文明的演进。
（悦读）

《泥土之界》：
一曲人性悲歌

□KEY
入围去年奥斯卡提名的电影《泥土之界》，无论思想性还
是艺术性，都达到了一种境地——朴实撼人，深刻真实。多
层级的故事、微妙变易的人性、惨烈异常的冲突，将美国密西
西比地区的种族问题与二战中的欧洲战场，明暗虚实，掩映
交代得恰到好处。电影调度如同乡野画卷，沉稳厚重；色光
基调，晦暗阴沉，与原著小说保持了高度契合。只不过电影
把多重视角连成一个线性时间，将小说的枝蔓分岔尽量修
剪，保留主干，就像优秀的园艺师懂得如何修剪盆景。
电影开端模仿了小说的倒序场景：暴风雨来临前，亨利
与杰米兄弟下葬父亲——这个极端种族主义者结束了罪恶
的生命。反讽的是，他不得不埋葬在黑人奴隶坟地周围。相
比之下，原著小说对故事的展开就复杂得多。作家乔顿承袭
了来自福克纳的传统，多重视角都在讲述同一个故事，全是
视点的挪移——来自不同人物“偏见”的交锋。
《泥土之界》的命名，似乎早已注定作品主题，那就是土
地和界限。“土地”讲人物的依赖与捆绑，“界限”讲不同种族
的隔绝与仇恨。小说用两个家族，六个人物，集中映射了社
会、种族及家庭的复杂矛盾，这种“概括性”让作品的纯度非
常浓烈。
小说《泥土之界》奏响了一曲人性悲歌，写出了一种“协
奏”的双声——在白人家庭需要拓荒时，黑人家庭则世代被
泥土束缚。哈普和弗洛伦丝一家就成了缩影。哈普是个“非
典型”的黑人：肤色不是太黑，能识字，懂得用契约和白人打
交道，这也让亨利始料未及。他对于妻子的爱意和怜惜，也
是普通黑人所罕有的。弗洛伦丝平时以接生和“赤脚医生”
为活计，有传统黑人妇女的善良。哈普和亨利的矛盾都在于
对“泥土”的执著——亨利想成为农场主，哈普则想摆脱“佃
农”的命运。
结果，哈普摔坏了腿，不得不再次租借亨利的骡子，成为
佃农，上交收成。这就是美国版的“骆驼祥子”，他做梦都想
要一块土地，最后发现根本无力跳脱一个命运怪圈。哈普的
儿子荣塞尔亦是如此，犹如西西弗斯的推石上山，却一次次
落回谷底。他在密西西比的土地上备受歧视，入伍后在欧洲
不但赢得了白人姑娘的爱情，
还立下军功，成了中士。原本
以为“精神洗白”、自尊重塑的
荣塞尔，返乡后仍被白人歧视
羞辱。白人姑娘给他寄来混血
孩子的照片，不料落在种族主
义者手中，他们围捕了荣塞尔，
割掉了他的舌头，“ 惩罚”了这
种“跨种族私通”。作家写出了
一种殉难的惨烈。
泥土之界，是都市与荒原、
白人与黑人、束缚与自由的界
限。“打破界限”的融合，成为小
说《泥土之界》的最高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