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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月11日，石狮市

祥芝镇卫生院新时代文明实践点

正式挂牌成立，这标志着祥芝镇

新时代文明实践延伸到医疗领

域，从而通过立足祥芝卫生院的

中医自身特色和优势，依托祥芝

镇中医义诊志愿团队，推动志愿

服务专业化，充分发挥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的引领带动作用，组

织中医义诊、中医讲堂等志愿活

动，让“中医理疗”成为祥芝镇区

域性品牌。

据悉，祥芝镇卫生院新时代

文明实践点重点宣传中医“治未

病”理念，以卫生院专业的医疗技

能，普及中医健康，打通宣传群

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凝聚群

众的“最后一公里”，该实践点积

极探索“共享-共建-共治”三步新

时代文明实践发展模式。

共享：以点带面
资源共享群众满意

祥芝镇以卫生院为中心点，

辖区10个村的卫生所室为面，以

点带面开展文明实践活动，依托

祥芝镇卫生健康基金的持续支

持，完善基层卫生医疗设施，并

以“中医”为特色发展方向，发挥

医疗独特优势，发动全镇医护人

员加入祥芝镇中医义诊志愿团

队，以“心电服务村村通”项目+

全市中医健康管理村居试点+中

医健康管理（治未病）示范基地

为基础，引进“中医健康管理（治

未病）太空舱”，以贴近村民零距

离服务的优势，进村入户开展志

愿服务活动，不断增强群众就医

满意度。

共建：突出业务
单位共建提升医技

作为石狮市基层中医适宜技

术推广基地，祥芝镇卫生院的基

层中医、康复医疗、治未病管理等

业务突出，与福建中医药大学附

属第三人民医院签约共建，为卫

生院提供中医诊疗、人才培养、中

医适宜技术以及中医健康管理基

地规范化建设等方面的支持和指

导，有效提高祥芝镇中医义诊志

愿团队的医疗学术水平和服务水

平。同时，祥芝镇卫生院新时代

文明实践点还时常举行共建联动

志愿服务活动，邀请省级名中医

下乡服务，将“优质医疗”送到群

众的身边，为群众提供高质量的

中医志愿服务，真正将新时代文

明实践的惠民、利民政策送到村

民身边。

共治：全民参与
乡贤助力带动风气

祥芝镇卫生院全力抓好文明

实践点工作，充分利用现有资源，

锻造特色服务品牌，推动文明实

践活动往深、往实走，为群众提供

贴心的志愿服务，让辖区群众看

在眼里，记在心里。优质的志愿

服务不仅得到群众的信任和喜

爱，还营造出健康积极的好乡风，

激发了村中乡贤参与村里各项事

业的主体意识。不少乡贤在简办

红白喜事后，将节省下来的礼俗

开支捐资给卫生健康基金，既整

合了各村的医疗资源力量，又调

动起全社会参与完善基层医疗的

积极性，为卫生院新时代文明实

践点打造优秀中医志愿者队伍提

供保障要素，凝聚强大合力，互促

互利，共同为基层医疗奉献一份

力。

据祥芝镇有关负责人介绍，

祥芝镇卫生院新时代文明实践

点，将原先分散的医疗卫生力量

整合在一起，加上共建单位与乡

贤模范的带头奉献，以建设“中

医”特色医疗为契机，不断开展多

形式的志愿服务，为辖区群众提

供“家门口的优质医疗”，让祥芝

文明有了别样风采。

（记者 邱育钦 通讯员 孙甜甜）

祥芝新时代文明实践延伸到医疗领域

本报讯 12月11日上午，由石

狮市民政局、湖滨街道办事处指导，

新湖社区党委、新湖社区居委会、石

狮市红景天湖滨养老服务中心主

办，石狮市狮城社工事务所、新湖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站承办，石狮市青

年志愿者协会、石狮市乐群志愿者

协会协办的“情暖社区、最美夕阳

红”爱心义剪活动在新湖社区居委

会四楼活动室开展。

主办方充分发挥湖滨“1+1+N

中心带站”社区养老服务优势和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站功能，为社区老

年人提供贴心的社区活动。当天，

受邀的石狮TF轻奢品质沙龙爱心

团队一早便来整理场地，运用娴熟、

精湛的理发技术，为30多位社区老

人提供理发服务，赢得社区居民的

一致点赞。

（记者 黄翠林 通讯员 蔡嘉盛）

本报讯 2020年“石狮国际食品城杯”第十一届石狮村级
篮球联赛于12月12日晚在食品城赛区落下帷幕。经过12天
64场比赛的激烈对决，最终灵秀镇港塘村继去年荣获冠军后，
今年再度摘取了第十一届石狮村级篮球赛桂冠，杆头村获得
亚军，卢厝村、沙堤村分获三、四名。

（记者 李琳毅 郭雅霞）

本报讯 12月12日，石狮市蚶江谜社首届理监事

会就职仪式在蚶江村委会举行。中华灯谜学术委员

会委员、泉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灯谜）项目代表性

传承人、石狮市灯谜协会副会长林清富荣任蚶江谜社

社长、理事长。

蚶江的灯谜历史悠久，享誉海内外。从清光绪八

年（1882）林桂舟创建谈虎楼谜社以来，到1978年14

位蚶江谜人成立蚶江灯谜组，石狮建市后更名为蚶江

侨乡谜社，再到如今正式登记为石狮市蚶江谜社，蚶

江灯谜社团建设已走过了100多年的历史。蚶江是全

国灯谜氛围最浓厚的地区之一，曾多次举办全国大型

灯谜邀请赛，先后荣获“中国灯谜艺术之乡”和“中国

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称号。

林清富表示，今后，蚶江谜社要充分利用蚶江镇

现有丰厚的人文资源，发挥蚶江灯谜的优势，举办大

型灯谜赛事，挖掘蚶江灯谜史，总结前辈谜人留下的

宝贵遗产，将更多的灯谜精品推向全国，进一步活跃

对外谜事交流，提高校园灯谜教学质量，发掘一批灯

谜优秀苗子，为蚶江灯谜的传承储备人才。

（记者 兰良增 李荣鑫 实习生 洪伟锽）

本报讯 12月10日，湖滨街道湖边社区联合石狮

市第二实验幼儿园开展法治宣传教育讲座，吸引众多

学生家长前来聆听。

当日下午，湖边社区法律顾问张晓东结合宪法小

故事和生动的案例，向老师和学生家长普及《宪法》的

基础知识，重点解读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此外，还

对《泉州市文明行为促进办法》条例也做了详细讲

解。通过提升老师、家长的法治观念和文明素养，为

学生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记者 黄翠林）

“爱心义剪”为新湖老人送来冬暖

第十一届石狮村级篮
球联赛落幕
灵秀镇港塘村

再度折桂

蚶江谜社举行
首届理监事会就职仪式

湖边举办普法讲座

本报讯 12月9日，祥芝镇举办“草根小喇叭”第

二期宣讲活动之乡村振兴培训会，本次培训会由祥芝

镇主任科员、副镇长、镇“草根小喇叭”宣讲队队长孙

甜甜授课，各村主干、下村干部、村报账员参加。

孙甜甜从乡村振兴是什么、乡村振兴做什么、乡

村振兴怎么做、存在的问题及建议着手，向与会人员

分享自己的看法。孙甜甜说，各村要紧紧围绕乡村振

兴战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20字方针，做好近期、中期、长期规划，分步

骤、有重点完成建设任务。在乡村振兴怎么做方面，

她与大家分享了“123模板”，即“三步走”，第一步——

画好村庄自画像；第二步——规划村庄示范路线或区

域；第三步——做到项目具体化。与会人员纷纷表

示，将不断提高工作的科学性、精准性，加快乡村振兴

步伐。 （记者 邱育钦 通讯员 吴煌清）

“草根小喇叭”第二期开讲

新时代文明实践

莫扎特（1756—1791）是欧洲

最伟大的古典主义音乐作曲家之

一，他5岁开始作曲，6岁

开始在欧洲各国巡演，16

岁被任命为宫廷乐师，结

束了长期的旅行演奏生

活，35岁便英年早逝。

莫扎特虽已辞世近

230年，但这位音乐天才

仍然散发着超越国界和

时间的魅力，与其相关的

音乐剧、电影、书籍层出

不穷。如音乐剧《摇滚莫扎特》，演

绎了莫扎特年少时的恃才傲物及

此后的穷困潦倒与不懈反抗；又如

曾获得8项奥斯卡大奖的“史诗

级”传记电影《莫扎特传》（1984年

米洛斯�福尔曼执导），从莫扎特的
对手宫廷乐师萨里埃利的角度，呈

现了莫扎特的一生；再如罗宾斯�

兰登所著的《1791，莫扎特的最后

一年》，关注莫扎特在世最后一年

创作的《狄托的仁慈》《魔

笛》与《安魂曲》三部伟大

作品诞生始末。这些作

品正好与梅纳德�所罗门
所著的《莫扎特传》着重

描写的童年时代相映成

趣。

这是一个天才的辉

煌故事，也是一段凡人的

苦难旅程。梅纳德�所罗
门的《莫扎特传》是一部献给伟大

音乐家莫扎特的传记，首次出版于

1996年，当年即获得普利策传记

奖，并得到大学学者、作家、评论

家、各重要报纸书评版的好评。在

这本书中，梅纳德�所罗门以前所
未有的力度深入挖掘了莫扎特与

父亲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为中心，

着力于表现光明与阴影，辉煌的艺

术成就与琐碎而令人疲倦的家庭

生活等互为表里的各个层面。

梅 纳 德�所 罗 门（1930—
2020），美国学者，国际音乐学会会

员，世界上最负盛名的贝多芬研究

者之一，先锋唱片创始人。所罗门

曾任教于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哥

伦比亚大学和茱莉亚音乐学校，并

担任波恩贝多芬档案馆顾问，出版

过贝多芬、莫扎特和舒伯特的传

记，均受到广泛好评。

《莫扎特传》用心理学、社会学

和美学的方法推敲这位天才音乐家

的生活、思想和情感，也对他的作品

进行细致的谱例分析。这本书从莫

扎特年幼时写起，讲述他的父亲利

奥波特�莫扎特对他的巨大影响和
培养经过，全面回顾了莫扎特作为

音乐家（同时也作为一个孤独的天

才）的短暂一生，试图为读者讲述天

才是如何诞生，又是如何离开人世

的，是一部优秀的音乐家传记。

《莫扎特传》用绵密的文字深

入剖析了神童的塑造过程，并无情

地揭开了以往被视而不见的伤疤：

在奔流的乐思与灵感之下，在光辉

灿烂的天才形象背后，莫扎特一家

的家庭关系近乎扭曲，莫扎特本人

并不总是那么可亲、充满欢乐，甚

至令传记作者痛苦地想要合上书

本，宁可不去知晓传主背后的那些

故事。爱乐者永远不能孤立地去

理解、去聆听、去解读莫扎特，莫扎

特永远要与他的父亲、姐姐，以及

母亲、妻子共同出现在舞台上，一

起塑造名为“莫扎特”的神话。

著名学者萨义德曾在《纽约

客》撰文，称其在《莫扎特》这部传

记之前，从未见过比这本书更让读

者 心 满 意

足、更触动

人心的音乐

家传记。梅

纳德�所罗门告诉我们，音乐乃是
一个人灵魂最深处的呈现，阅读这

本书，令读者认识到莫扎特不仅是

一位必然的变革者、奇迹般的创造

者，更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人，

他无与伦比，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

象，且近在咫尺。

世界顶级大提琴家马友友高

度评价《莫扎特》这部传记，认为梅

纳德�所罗门以小说家的优雅、哲
学家的洞见和侦探的直觉写下了

这本书，令读者得以认识一个更加

真实的莫扎特：他不仅是一位音乐

天才，更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

会呼吸、思考的人。

（黄成）

《莫扎特传》：音乐天才的辉煌与苦难

《星在深渊中》：
关于失语症的故事

《星在深渊

中》是一个关于失

语症的故事，也是

一个讲述如何与

过 去 和 解 的 故

事。该书作者默

音，1980年出生于

云南，曾从事图书

编辑工作，现为自

由写作者，已出版

小说《月光花》《人

字旁》《姨婆的春夏秋冬》《甲马》，并

译有小说和非虚构作品多部。

《星在深渊中》是一部酝酿构思十

余年的作品。十多年前，这个故事就有

了雏形，经过八次大的调整改动之后，

才以如今的面貌由译林出版社推出。

此次的故事，更贴近当下生活，不论是

人物身份还是他们的遭遇，都是对当下

生活最直接的反映。故事发生在“微信

时代”，从中也可以看到公共网络以及

碎片传播对人和事件的反作用。

通过一个有关失语症的故事，作

者讲述了人生中的“失语时刻”以及

那些无法摆脱的过去。时间并不能

治愈一切，即便在失语症患者长大成

人后，还是会不断地受到过去的影

响，并回到“深渊”中。

语言是我们成像的方式，这也意

味着，每消失一个词，失语症患者就

“死去一厘米”。最先消失的，是名

字。词语从大脑皮层的罅隙悄然撤

退，如同融化的雪。所有词汇消失，

不能反映眼前所见，不能表达心里所

想，不能书写，不能说话，仿佛被关在

透明的柜子里，与外界不相通——这

就是失语症患者所处的世界，是书中

人物遭遇危机时的反应，也是我们面

对过去“深渊”时的无能为力。

失语症患者是表达能力最弱的那

个人，但是在《星在深渊中》这部小说

里，无法与人正常沟通的杨其星却展现

出了异于常人的勇气与韧性。当最柔

弱的人发出了最有力的声音，就像探向

“深渊”的一束光，定会为生活中曾经受

伤的人们带来一种力量。 （水上书）

《图文中国史》是樊树志教

授为满足广大读者对简明历史

普及读物的需求，在毕生研究

以及两部畅销通史著作——

《国史概要》和《国史十六讲》的

基础上，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精

心打磨呈现的一本适合轻松阅

读、增长知识的历史读本。

樊树志，复旦大学历史系

教授、博士生导师，专攻明清

史、中国土地关系史、江南地区

史。樊树志教授的代表著作有

《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

《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国史概

要》《晚明史（1573—1644年）》

《国史十六讲》《明史讲稿》《明

代文人的命运》等。其中，《晚

明史（1573—1644年）》获第十

四届中国图书奖。

关于历史的作用，樊树志

教授曾说：“历史给人洞察一

切的眼光，给人超越时空的智

慧，去审视过去、现在、将来，

而不被眼前的方寸之地所困

惑。”谈及《图文中国史》的创

作初衷，樊树志教授表示，多

年来，他在不同场合讲历史

时，曾多次听到读者关于简明

历史普及读物的呼声。中华

五千年文明史，光辉灿烂美不

胜收，想仅用10万字把它写清

楚具有很大的难度，但作为一

名历史研究者，樊树志教授感

到责无旁贷。

此次由中华书局出版的

《图文中国史》，是一本真正意

义上图文并茂的简明中国史，

书中文字与图片同等重要，交

相辉映、相得益彰。文本是这

本书的“灵魂”，樊树志教授用

既传统又现代的笔法，支撑起

全书坚实的架构，传达值得反

复吟咏的信史，几乎每一章都

有引人入胜的看点、热点。书

中收录的高清图片，不仅可以

欣赏，而且可以品读，读出它们

所蕴含的历史价值和意义，感

受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水上书）

《图文中国史》：
超越时空的智慧

（水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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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上看！》曾获2015年意大
利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最佳童书
奖新人奖，并入选2016年《科克
斯评论》最佳图画书。有时候，一
点小小的善意就可以打开一个孤
单的世界。这部绘本讲述了一个
充满温情和希望的故事，呼吁人
们关注身边的特殊儿童。

《拉斐尔时装店》讲述一个
小姑娘在奢侈品店购物的寓言
故事，以一种有趣的方式审视了
时尚世界和我们身边的过度消
费行为，是一堂轻松的物质欲望
管理启蒙课。通过绘本让孩子
明白，令人瞩目的不是华丽时尚
的潮服，而是独立自信的脚步。

《罐头里的精灵》是一个温
馨治愈的童话故事，一则充满智
慧的现代寓言。饺子罐头厂的
员工阿尔芒偶然遇到一个罐头
里的精灵，精灵告诉阿尔芒可以
满足他两个愿望，故事由此展
开。这部绘本告诉人们，巨大的
幸福往往就藏在微小的事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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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画家以独具特色、艺术
性极强的创作手法，为流传已久
的经典童话《穿靴子的猫》注入
新鲜感和活力，为读者打开新世
界的大门。在插画家的演绎下，
一个闪耀着善良、智慧和勇气光
芒的经典童话，以富有视觉冲击
力的形式呈现在读者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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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鸟》是2020年国际安徒
生奖得主阿尔贝蒂娜的代表作，
它就像一颗纯净的钻石，折射出
无限的诗意和哲思，自出版以来
屡获大奖。极具艺术特色的插
图，配以简单而温暖的故事，通
过一个改变世界的小细节，带给
读者审美、哲思的双重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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