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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市 的 香 气
□ 陈 珊

初见猫小姐，是在一场读书会上。
今年四月，偶然看到宁德东侨的一家书

店发起了读书交流会。平日里东侨常见各
种文艺活动，而读书会还是第一次听说。我
觉得有趣，便果断报名。

夜晚，从万达1号门边往金街里走去，即
看见书店明亮而沉静的灯光从落地玻璃窗
中弥散开来。这里就是举办读书会的地方。

第一场读书会，是在四月的最后一个
星期三。十来人围着长长的方桌，轮流介
绍着自己最新阅读的书籍，漫谈着关于阅
读的感受。阅读是我为数不多的爱好之
一。一涉及书，原本不善言辞的我，也侃侃
而谈起来，不由地从手中的小书，扯到了一
座城市的文化。

猫小姐恰巧坐在我的对面。她身穿宽
松的上衣，剪着干净的短发，倒扣着一顶蓝
色的棒球帽。一片整齐的刘海下，是一副大
大的黑框眼镜。聆听着我的发言，猫小姐不
时颔首微笑。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灵魂有香气

的城市，才是真正美丽的城市。”她带着外地
口音，声音略小，但所谈的内容却十分有
趣。从读过的书，到见过的风景，她娓娓道
来。看得出，她是个读过万卷书，行过万里
路的姑娘。

你一言我一语，读书会的气氛逐渐热闹
起来，大家谈到了十来点才各自散去。

而后的几场读书会，参与者换了一拨又
一拨，而猫小姐依旧在。每一周，读完约定
的书籍，奔到读书会的现场，坐在熟稔的方
桌旁，一抬头，看见熟悉的面孔，我的心底总
能生起丝丝暖意。在同龄人里，难得遇到这
样一个同样热爱阅读的姑娘。彼此交换思
想、交流心得，不善交际的我似乎也在这里
找到了亲密的盟友。猫小姐来自外省，在书
籍之外，她向我展现外面世界的风景，我和
她畅谈宁德的风土人情。

某天晚上，活动结束，猫小姐站起身来，
我才注意到她那隆起的肚子。“再过几个月，
我就要做妈妈了。”猫小姐的脸上荡漾着浅
浅的笑。我和她在夜色里同行了一小段路，
两人相互交谈。

猫小姐出生在江苏，后来到上海求学，
工作之后又游历过很多地方。许多城市，都

是她小小的歇脚点，匆匆地来，匆匆地走，没
有任何牵挂。

在此之前，她从来不知道福建省有宁德
这样一座城市。因为先生工作的缘故，她也
迁徙到这里，在东侨暂时安了家。起初，她
对这个陌生的地方并没有特殊感觉。对于

她而言，林立的高楼，形形色色的商店，来来
往往的车流，都只是再寻常不过的城市风
景。她所住的小小的公寓，看似漂亮，却只
是一个寄居的螺壳。

参加读书会，是一个美丽的意外。她开
始感觉到这里是一个有文化气息的地方。

在交流中，她慢慢了解宁德的文化，她开始
品读宁德作家的文章，欣赏宁德的特色风
景，品味宁德的本地美食。音乐会、画展、艺
术讲座等各种本土文艺活动也像花朵一样
在她的生活中竞相绽放，平淡无奇的日子逐
渐变得色彩缤纷、滋味丰富。

“原本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游客，不知道
从什么时候起，竟然和这座城市产生了牵
绊，不由自主地把这里当作了自己的家。”

最后一次一起参加读书会，一束勿忘我
盛开在书店的方桌上，淡紫色的花朵，清清
淡淡，一如那似有若无的眷恋。

“下周，我就要回老家生孩子了。”猫小
姐轻抚着肚子。“等孩子大一些的时候，我会
带他回到这座城市。”

猫小姐搭乘动车离开宁德的那一天，我
正在单位上班，无法相送。

在我们相识的书店里，她留下了一大袋
糖果，作为离别的礼物。

粉色、明黄、浅蓝、玫红、雪白……五颜
六色的糖果，是所有花朵的果实，散发着这
座城市的香气，在我的舌尖心底静静流连，
久久不愿离去。

□□ 东侨宣传部供稿东侨宣传部供稿

窄窄的小屋，孕育着大大的梦想。他缺了一条
腿，但却从未阻碍过他的义教之路。每个跳动的音
符，都在他的生命里熠熠生辉。

“你这个手指得向下用力一些。”7月25日，笔者
来到周宁县瓮窑廉租房小区，还没进门，就听到了周
圣先耐心为学生讲解指法。50 多岁的他和学生面
对面坐着，一条腿自然垂放着，另一条裤腿耷拉在沙
发上，拐杖倚在身边。

不足 10 平方米的工作室，放着十几把吉他，墙
上挂着彩带、彩灯，“开心快乐”“六一快乐”等字却让
拥挤的空间变得多彩。“最多的时候这里挤下 20 个
学生。”周圣先略显骄傲地介绍，“开心老爸”免费义
教音乐室开班近8年，几乎每天都有学生来上课，已
陆陆续续来过600多个学生。

2009年夏天，周宁街头走过几位背着吉他的孩
子，周圣先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于是，他脑袋迸
出这样的想法：“何不抽点时间教孩子弹吉他？”不
久，吉他义教班便迎来了第一批学生。

“看到同学表演吉他，我也特别想学，他们就介
绍我来周老师这练。”刚高考完的许昀豪说，像他一
样利用假期来学习的学生很多，周圣先总是来者不
拒，而且不收学费。

和传统培训班相比，周圣先的课堂更像放羊，学
生自由自在、来来去去。他说，想用自由留住真心爱
音乐的人。学生来学，鼓掌欢迎，不学了，也不强留。

义教需要传授知识，更需要传递快乐与坚强。
几十年前，一场车祸，让周圣先没了左腿。老母亲每
每想起总是叹息。可周圣先反倒时常安慰老母亲：

“命能保住就不错啦！一条腿不算什么，我现在也活
得很精彩。”强大的内心，让亲朋好友佩服不已。

为了锻炼出强壮体质，周圣先几乎每天都去登
山。家与工作室之间，20分钟步行路程，他天天徒步
来回。“我不觉得我和其他人有什么区别，长城我照样
爬。勇于攀登才有机会登顶，人生亦如此。”周圣先坦
言，他的心很大，但力量很小，只希望这些学生可以在
这个有限的空间里，感受到音乐的魅力与快乐。

“周老师教会我们很多，让我们更有勇气战胜困难，
懂得感恩，更加快乐。”学生何礼贵感激到。周圣先告诉
笔者，有时候走在街上，左边学生叫还没来得及答应，右
边又有学生呼唤，每当这时就会感到特别开心、满足。

因身体原因，周圣先没有稳定工作，可这显然阻
挡不了他对义教之路的坚持。“这是6周年时做的横
幅，当时觉得能坚持6年还挺不容易的，没想到现在
走着走着都 8 周年了。”周圣先感慨，手轻轻地抚摸
着横幅上的字，“虽然生活步履艰辛，不过，即使弹尽
粮绝我也要继续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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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现的苗头性问题找当
事人进行提醒谈话，抓早抓小，防
微杜渐。”近日，在蕉城区赤溪镇
的主题式民主生活会上，该镇党
委书记游成银说，“要让犯错误的
同志在民主生活会上自我检讨，
大家批评帮助时，共同敲响警钟，
防止‘小毛病’演变成‘大问题’”。

为畅通和拓宽群众诉求渠
道。近年来，赤溪镇通过创新
推行“主题式民主生活会”、“说
廉会”等工作制度，向基层一线
延伸监督执纪的“触角”，把监
督的“直通车”开到群众家门
口，解决了群众关心关注的热
点难点问题。

直通车直通车

“这等于把纪委监督的‘直通车’
开到了群众家门口，让老百姓身边人管
理身边事，形成了一套发现问题快、解决
问题快的管理机制。”近日，在赤溪镇黄
田村，村民黄孝景谈起“说廉会”工作制
度感慨颇多。

“老百姓经常会遇到一些问题需
要反映和解决，但一般不会专程跑到
镇里，反映到村里一时又难以解决。”
赤溪镇纪委书记林勇说，针对这种情
况，镇纪委依托全镇农村纪检小组监
督员队伍，创新推出“说廉会”工作制
度，村（居）邻里间党员们由村纪检小
组成员牵头，分小组自行在田间地头、
房前屋后等不定场所组织开展活动，
让党员们在“说廉会”上可以学廉、提
廉、倡廉。

目前，赤溪镇 27 个村（社区）均建
立了纪检小组，形成了一支由 81 名基
层 党 员 组 成 的 村 级 纪 检 监 督 员 队
伍。村纪检小组成员贯穿活动当中，
担起廉洁宣传员、廉情收集员和纪检
监督员三员职能，对发现的苗头性问
题找当事人进行提醒谈话，并将活动
中反映的问题进行汇总，定期直接向
镇纪委报告。

该镇通过召开“说廉会”，设置“社
情民意箱”，公布举报电话和电子信箱
等方式搭建社情民意“直通车”，让百姓
把心里的“郁闷”说出来，把肚子里的

“怨气”撒出来，为百姓打开倾诉之门，
排解民忧。

据了解，在“说廉会”中，与会的
群众代表畅所欲言，针对乡镇干部、
各站所，就工作作风、镇区环境卫生、
交通安全、消防隐患等方面提出了建
议。截至目前，该镇共开展“说廉会”
活动 400 多期，收集、解决、调处与群
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热点难点问
题 100 余件。

近年来，赤溪镇，大力推进赤溪千
亩高优农业示范园建设，不断发展壮大
现代农业。政府财政性资金聚焦投入
现代农业园区，为确保涉农专项财政补
助资金安全有效，这成为该镇园区周边
五个村纪检小组长的一重要职能。

为防范种植户或业主申报不实、弄
虚作假、核查不到位导致财政资金浪费
的现象。“我镇纪检充分发挥村纪检小
组长的职能，对各自辖区内园区项目建
设等情况进行监督，协助园区农业技术
推广服务站以户为单位梳理农村土地
承包合同，建立种植情况明细台账，在
申报的基础上，采用书面和实地核查相
结合的办法，规范核查程序，同时完善
公开、公示制度，加强了源头防范。”林
勇告诉笔者。

去年 12 月，在桃源村说廉会上吴

克平提到，该村村委截留、挪用土地租
金问题，群众对此意见很大。该村纪检
小组长崔应团得知这一情况后，马上反
映给镇纪委。赤溪镇立即根据该线索，
会同农业分管领导、农技部门负责人同
相关租赁企业主取得联系。经查核，租
赁桃源村群众田地共有 6 家农业企业，
已有 4 家按合同约定及时缴纳租金，还
剩 2 家未缴纳，村委确实已将收缴的租
金全部发放给相关田主，剩余未收到田
租的群众待企业把租金缴纳至村委才
能进行发放，村委并不存在挪用、截留
租金的问题。从中化解了群众对村委
的误会。

“推进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发展优势

特色产业，就要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
权流转，在说廉会活动中，镇村干部通
过加强政策引导，鼓励农民以转包、出
租、互换、转让等形式，向种养能手、农
民合作经济组织、农业企业等市场主体
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扩大农业经营规
模。”赤溪镇分管农业副镇长杨品芬说。

杨品芬介绍，在说廉活动中，园区
的农业技术人员，可以通过讲解现代农
业的发展前景及种植效益等，让更多的
农民参与到现代农业的生产中，成为新
型农民。同时，农业技术人员可以通过
说廉会这一平台，拓宽服务领域、提高
服务工作针对性，适应农业农村经济新
形势和农民群众的新需求。

“今天约谈你们，是有群众反映你
们村旧村复垦补偿金未发放到位，及村
委会干部办事拖沓、效率低下，对群众
的诉求不解释、不解决，这些都是你们
作风不实的表现。今天找你们谈话，主
要是从保护干部、关心干部的角度出
发，对你们进行教育、提醒，希望你们有
所反思、有所触动……”近日，在“党员
活动日说廉提醒”中，林勇对炉田村委
会人员给予提醒。

赤溪镇党委推行“党员活动日说廉
提醒”制度，从严从实管理党员，规范党
内组织生活，依托“党员固定活动日”平
台，延伸开展“说廉会”活动，以“说廉”
深化党员活动。赤溪镇普遍开展廉政
提醒谈话，建立党委书记找班子成员谈
心谈话制度，每一个月谈话一次，坚持
集体谈话与单独谈心、警示提醒与廉政
约谈、重点时期和重点内容相结合，防
止干部群众“小毛病”演变成“大问题”。

“约谈虽不是问责，不是党纪处分，
但只要说到我们存在的问题，就如同戳
到我们自己的痛处。通过约谈，给我们

提醒、打招呼，在未酿成大错之前，给我
们机会及时检查、整改，这是关心爱护
帮助我们，我心里很乐意，会更加注意
纠正自身存在的问题。”采访时，被约谈
对象汤细寿，对自己的工作过失感到十
分愧疚。

赤溪镇还开展“六种情况必谈”，即
思想有波动必谈、工作有变动必谈、班
子有异动必谈、群众有反映必谈、重大
节日前必谈、遇到重大挫折必谈，做到
有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谈心
谈话，警示提醒，让“咬耳扯袖”成为常
态。特别在专项工作的推动上，镇党委
针对该项目与分管领导及相关的村
（居）、基层所站负责人谈话，就项目资
金实施的范围、程序的合规性、资金的
使用进行提醒谈话。

赤溪镇由知村作为贫困村，这几
年，村两委班子一直谋划着如何摆脱贫
困，带领群众致富，同时，积极向上级部

门争取项目资金。2016 年由知村争取
到一笔扶贫资金，准备用于道路等基础
设施建设，党委书记游成银针对这笔扶
贫资金使用，专门找了分管领导等就该
资金实施的范围、项目程序的合规性、
资金的使用程序进行提醒谈话。

在该镇党委的监督与引导下，由知
村有效利用扶贫资金，实施“村党支部+
贫困户”脱贫模式，鼓励和引导贫困户
用土地或资金入股等方式参与，聚全村
之力奔致富路。去年，该村人均收入从
原来的4500元增加到7860多元。

通过从“小节”抓起，从“提醒”
说起，赤溪镇有力、有序、有效地抓好
党员、村民提出的各项问题的解决落
实，对潜在的廉洁风险隐患及时提醒
纠偏，补齐从“好同志”到“阶下囚”之
间的监督“空档”，这既是对党的事业
负责，也体现了对基层党员干部的关
心爱护。

从从““提醒提醒””说起说起 从从““小节小节””抓起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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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千人百村”
调研走进康厝

家门口家门口

本报讯（张容声 林裙）连日来，中国人民大学
的4名大学生走进康厝畲族乡填秦村，开展为期4天
的“千人百村”暑期社会实践调研活动。

大学生们深入填秦村田间地头，与村民们面对
面沟通交流，了解他们日常生活情况，以及对国家相
关政策的理解认识程度，调研团队成员陈姗姗说：

“从前都只能从新闻和报刊上了解乡村，这次调研活
动则给了我们亲自去感受乡村、了解乡村、触摸乡村
生活的机会。我们体会到了乡村间的生活状况，听
到了人民群众的声音，明白了基层人民的诉求。国
民表率，社会栋梁。这不仅是中国人民大学对我等
的期待，也是人民大学学子的毕生追求。我们希望能
够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通过这一年年的坚持，一
份份的问卷，见证中国乡村的成长与发展。”……截至
日前，调研队已完成综合性问卷44份和行政村问卷1
份，形成调研报告，并为填秦村发展提供参考。

据悉，“千人百村”社会实践活动是中国人民大
学选拔校内 1000 名学生，深入全国范围内 100 个村
开展社会调研的一次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主要依托
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
方法研究中心等教学科研机构，围绕当前中国农村
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重大现实问题，进行系统的抽
样与问卷调查，建立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数
据库，并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献计献策，同时又可增
进学生的能力发展。而康厝乡填秦村，则是从全国
十万个行政村中随机选中的“百村”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