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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過青海湖
 王文興

                      看到你
                      你就成了
                      我心中
                      一泓寧靜的藍

                      站在湖邊
                      看鳥
                      低低的
                      貼著
                      湖面飛翔
 
                      日昇，日落
                      總有
                      聖潔的藍蕩
                      漾著
                      瀲灩的波光
                      映照著
                      我的身影

                      湛藍的語言
                      更接近
                      溫柔的心跳
 
                      雲
                      一朵一朵地
                      飄過
                      詩意的藍
                      映出
                      水天一色的美

                      極目遠眺，
                      我的雙眸
                      只想愉悅的
                      放鬆自己
                      我像個孩，
                      想覽盡
                      人間
                      最美的水色

2021滋味長
齊愛平

　　一晃又是年尾，時光如流，四季更

迭，箇中滋味只有自己知道。

　　首先是春季帶著81歲的老母親與病魔

抗爭，然而終以我的挫敗告終。母親不堪

病痛的折磨，于暮春三月撒手人寰。母親

從此再也不讓我伺候，我也從此成了沒有

娘的孩子，即便望穿秋水，再也望不見那

個生養我的身影了。

       失去至親的痛只能交給時間慢慢消磨，

時常在陽光的午後、在飄雨的黃昏、在月

光下的夜晚，總是不由自主地想起母親，

總是覺得世事無常：怎麼可以讓一個活生

生的人就這樣從世界上消失得無影無蹤!思

念好痛，好痛的思念!看著老父親孤單的身

影，我咽淚裝歡，也悄悄把對母親的愛和

思念一併傾注到父親身上：盡量多陪伴和

照顧父親，生怕他有一丁點的閃失。以前

不太幹農活的我，也自自然然接過了父母

親的菜園，每天辛勤伺弄，好讓父親每天

都能看到、吃到新鮮的綠色蔬菜，就像母

親健在時一樣。

　　在如火如荼的夏季，歲月給予我的又

是驚喜和欣慰。

　　近一年以來，一直想給女兒租個合適

的房子，但總是機遇不佳。就在那天我找

房子跑得腰酸腿疼、口乾舌燥的時候，在

同學的店裡遇到一個老奶奶說她家有房

子，而位置又剛好是學校後門口，我一眼

相中，交錢時問：「阿姨，您貴姓？」老

太太說：「我姓祝。」原來還是我們本家

的姑奶，真可謂是「踏破鐵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幸甚!幸甚!總算給了

女兒一個好的居住和學習環境。家裡條件

有限，我不能常住帶孩子，平時就是房東

姑奶照顧，我跟姑奶說：「三生有幸遇到

你!」

　　令我欣慰的是：女兒以優異成績進入

高二文科實驗班。雖然不能長期住在女兒

身邊，但孩子的學習基本不用我操心，她

上進心強，自覺自律，成績也比較穩定。

　　都說秋天是收穫的季節，可于我卻真

正迎來了一個多事之秋。先是困擾我半年

之久的腱鞘炎久治不愈，右手大拇指成了

擺設，只得找到老中醫慢慢調理。

       而在日積月累之下，胃病終于嚴重發

作，並且食道長了好幾個腫瘤，我一時有

些失措：這上有老下有小的，我人生的任

務還沒有完成哪!但幸好一個星期後的化

驗結果說是息肉，一顆懸著的心終于放下

了，安心吃藥治療就是了。在最難受的時

候我總是勸慰自己：無論生活多難，所有

煩惱皆有解藥!比如有醫術精湛的醫師同學

的精心治療，有親人和朋友的關心，更有

不是親人勝似親人的房東姑奶的照顧(做胃

鏡回去時，姑奶讓我休息，她忙著煮稀飯

給我吃)。至於一些更年期的不適也不是大

問題，只要自己心態平和，肯定能安然度

過。

　　今年的冬天尤其溫暖。記得有一次從

縣城回到家，平時木訥的老公笑得特別燦

爛，我問有什麼喜事嗎？他開心的說：

「今天股市賺錢了!」然後又是給錢又是

給我買衣服鞋子。老公肯動腦筋，潛心鑽

研，又小心翼翼的，今年做股票倒是有些

收益，讓我家從前兩年的困頓中走了出

來。在實體店生意蕭條的情況下，這確實

是最大的幸事——天無絕人之路啊!女兒最

近又得到了學校的卓越學子獎和獎學金，

我身上的病痛也在慢慢減輕，兒子沐浴黨

恩，衣食無憂，身體也無恙，婆婆身體健

康，感恩感恩!

　　雖然生老病死我們無法抗拒，也沒有

大富大貴，但我們可以做到問心無愧、積

極面對，以平常心對待生活，只要能平安

度日，倒也別無所求。有句話說得好：冬

天到了，春天還會遠嗎？2021五味俱全，希

望2022甜多于苦，喜樂相隨!

被忽視的眼前風景
朱先貴

山還是那座山，樹還是那棵樹。日日對視的林步山，先前怎

麼看也看不出它有什麼出奇制勝的自然景觀——山，方圓不過數

里，高也不上百米，全然是平地上隆起的黃土夾雜著鵝卵石的丘

陵。

打七歲起，我是和村子裡那些放牛娃一起在座山上滾著草

皮，拉著牛筋頑皮地長大的。季春三月映山紅花開，一群同齡的

孩子陽光燦爛地出現在山野的叢林、山澗、隱蔽的夾道兩旁，雙

手舉著採摘的映山紅花，像是征伐沙場的戰士獲得了滿載而歸的

戰勝品，歡蹦亂跳一副得勝的樣子。拿回家的一束一束鮮艷的映

山紅我們並沒有自己獨自享用，大多的花兒還是送給了村裡的姑

娘們，或插上了瓶子，屋裡屋外全是花兒。

我是山裡的娃，山裡生，山裡長，家鄉的林步山我是熟悉

得不能再熟悉了。因為過于熟知，總是感覺它沒有什麼特別之

處。曾經，我先後遊歷過安徽的黃山、九華山，去過江西的三清

山，物華天寶絕妙的大自然讓人置于仙境一般，讓人癡迷，留戀

往返。外來獵獲的新奇，對熟視無矚的林步山自然也就不屑一顧

了，擱置在一邊，甚至忽視了它的存在，更不必說是山上的鳥語

花香了，總覺得風景還是他鄉的好。

國慶前夕，同事們說，十月一號大家一起去江蘇常熟看看沙

家濱蘆葦蕩，感受一下解放戰爭中「沙家濱」故事裡傳說的「阿

慶嫂和刁德一」他們當年的風采。十月一號他們踏上了旅途，

我卻留在了家裡，整天守著電視、電腦大門不出地慶祝著國慶

六十一週年。陰翳蔽日的心情，我哪兒也不想去，熱鬧的場合遠

離了我。那陣子，岳父的病逝，妻子腿部突然間痙攣的心怵，這
一切像是近期連續深秋的陰雨籠罩著，隱隱不安，時時悸動。

一個人獨處，坐久了自然生悶，適才想起要去走走了。
十月一日下午，我避過喧囂繞過熱鬧，徒步走上了林步山

上。悠閒之中信步走來，山上山下、過道兩旁是滿目蔥蘢。雖是
十月，山上枝繁葉茂，鳥鳴深樹，風聲習習，濤聲四起；如果不
是山腳下金黃的稻子下意識地提示，我懷疑這不是深秋，而是置
身于春天的秀色之中。登高望遠，心曠神怡。欣然之中，閉塞的
心情豁然開朗，陰翳裡湧進了陽光。我感覺是很久以來沒有的陽
光，眼前山上山下一派生機，好像久尋不遇我今天才發現的「新
大陸」一般。

登高臨下，鳥瞰山下一座座農莊：鱗次櫛比的房舍，那紅色
的瓦塊，白色的高牆，雕欄畫閣，玉宇中天；儼然整齊的農家閣
樓怎麼看都像都市住宅的小區洋溢著現代文明的生活氣息。眼前
的農村變了，變得越來越陌生了。林步山也變了，變得越來越好
美麗，越來越讓人喜歡了。

瞅著眼前的秀色，展開想像的翅膀，一種亢奮貫穿其中。突
如其來的靈動，劉禹錫的《陋室銘》引起了我的共鳴，于是我就
不覺輕輕地吟哦起來：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
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欣然中，我明白了一個道理——原來美麗的風景就在我們
的身邊，只是沒有被我們有所發現忽略而已。我笑了，笑的很開
心。情不自禁地我向山上更深處潛行，我想看看曾經被我忽視了
的那片竹林，還有那片松樹林和杉木林……深入其中，山林更
深，樹木更高，山裡的世界也越來越大。

勇立潮頭 勇毅前行 努力率先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
——訪福建省委常委、廈門市委書記崔永輝

　　新華社廈門1月7日電　中央經濟工作會

議提出，以高水平開放促進深層次改革、推

動高質量發展。

　　站在經濟特區建設40週年的新起點上，

貫徹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廈門在加快發

展高新技術產業、增強核心競爭力方面將如

何佈局？如何進一步發揮優勢，全面深化改

革擴大開放？如何縱深推進跨島發展，加快

島內外一體化發展？新華社記者採訪了福建

省委常委、廈門市委書記崔永輝。

堅持高質量發展　
推動更多創新要素匯集

　　記者：作為一座高素質的創新創業之

城，廈門在加快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增強核

心競爭力方面將如何佈局？

　　崔永輝：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科技

創新，提出「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強」；在致廈門經濟特區建設40週年的賀信

中，也把「推動高質量發展」作為重點任務

之一。這為廈門做好科技創新工作指明瞭方

向。

　　廈門地理空間不大，受土地、勞動力等

生產要素制約比較明顯，科技創新尤顯重

要。我們將立足廈門資源稟賦，著力深化政

產學研用協同創新，依託產業鏈部署創新

鏈、圍繞創新鏈佈局產業鏈。大力發展平板

顯示、計算機與通訊設備、半導體和集成電

路等高端製造業，打造信息產業萬億集群。

以數字經濟、海洋經濟、綠色經濟、文旅經

濟為重點，培育壯大生物醫藥與健康、新能

源、新材料等前沿產業，力爭到2025年戰略

性新興產業規模突破萬億元。

　　我們將以制度創新為核心，構建充分體

現知識產權、技術等創新要素的收入分配機

制，打造全要素支撐的創新創業生態。充分

發揮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的主引擎作用，高

標準推進廈門科學城、嘉庚創新實驗室、福

建省生物製品科學與技術創新實驗室等載體

建設，吸引更多一流高校、科研機構和優質

企業在廈門設立新型研發機構。

　　過去10年廈門人口凈增163萬，增量和增

幅居福建省首位。我們將因時因勢出臺更具

針對性、更有吸引力的政策，讓更多人才高

興地來、舒心地留、快樂地工作，真正靠人

才贏得未來。

樹立更高標準 
在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上再開新局

　 　 記 者 ： 改 革 開 放 是 經 濟 特 區 不 變 的

「魂」，廈門將如何發揮優勢、搶抓機遇，

全面深化改革擴大開放？

　　崔永輝：廈門經濟特區建設40年來，充

分發揮了改革「試驗田」和對外開放「窗

口 」 作 用 。 站 在 新 起 點 上 ， 我 們 將 永 葆

「闖」的精神、「創」的勁頭、「幹」的作

風，自覺樹立更高標準，在深化改革擴大開

放上再開新局。

　　一是大力推進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

革。圍繞制度創新，積極探索綜合改革試

點，在要素市場化配置、國企改革、支持民

營經濟發展、培育多層次資本市場等方面推

動一批重大改革舉措落實落地。

　　二是高水平擴大對外開放。提升對台經

貿合作水平，打造「廈金共同生活圈」，

加快建成台胞臺企登陸第一家園的「第一

站」；深化「絲路海運」「絲路飛翔」品牌

建設，開闢面向海絲沿線國家國際產能合作

平臺，把廈門打造成為服務國內國際雙循環

的樞紐節點。

　　三是高起點打造外資集聚地。用好投洽

會等重大平臺，招引更多優質外資項目落

地。我們剛剛出臺了《廈門經濟特區優化營

商環境條例》，正在推進國際化、數字化營

商環境兩項行動方案，加快海絲中央法務區

建設，全方位提升外商投資便利化水平。

　　四是高標準抓好載體建設。在自貿試驗

區建設方面，重點探索試行自由港的某些政

策，形成更多首創性、差異化的改革試點經

驗。在金磚創新基地建設方面，堅持國家所

需、廈門所能、金磚國家所願，緊扣政策協

調、人才培養、項目開發等三大任務，打造

一批標誌性平臺和旗艦型項目。

以跨島發展為延伸　
更好服務國家戰略

　　記者：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深入

實施區域重大戰略和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廈

門市如何縱深推進跨島發展，加快島內外一

體化發展？

　　崔永輝：「提升本島、跨島發展」是習

近平同志為廈門量身定制的重大發展戰略。

當前，我們必須著眼大局，以跨島發展為延

伸，進一步跨出廈門、跨出福建、跨出海

洋，提高中心城市承載力、輻射力、帶動

力，更好地服務國家戰略。

　　一是強化「一島一灣」城市空間格局。

加快軌道交通、骨幹路網等大通道建設，促

進島內外基礎設施一體聯通。島內穩妥有序

推進城市有機更新，島外四區通過高標準、

組團式推動新城拓展，實現產業發展、城市

建設、生態優化和人氣提升。統籌城鄉協調

發展，加快建成共同富裕先行示範市。

　　二是大力推進廈漳泉都市圈建設。以

「廈門灣」為紐帶，推動市際毗鄰區加快融

合發展，促進環廈門灣整體發展進一步提

速，打造東南沿海重要區域增長極。

　　三是主動對接融入長三角一體化和粵港

澳大灣區。加強產業鏈和供應鏈融合，進一

步強化高新產業集聚力，拓展現代服務業輻

射面。

　　此外，我們還要進一步發揮廈門獨特區

位優勢，加強與東南亞、海絲沿線及「金磚

+」國家的交流合作，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

為服務全國發展大局作出更大的貢獻。

陜西抽調機關幹部支援基層抗疫
　　新華社西安1月7日電　為遏制城中村疫

情蔓延，陜西省委組織部日前協調抽調了15

名曾主政一方、有豐富基層治理經驗的黨政

廳級幹部，派駐到西安市疫情防控任務較重

的城中村指導工作。

　　陜西省醫保局副局長王彪，曾擔任陜西

省安康市石泉縣縣長、鎮坪縣委書記，他被

派駐到西安市長安區周家莊村。2021年12月

26日以來，這裡共出現3例新冠肺炎確診病

例，自2021年12月28日零時起成為封控區。

　　入村後，王彪組織其他抽調幹部和村幹

部成立臨時黨支部，由他本人擔任臨時黨支

部書記，每天上午定時召開會議，部署核酸

檢測等重點工作，商議解決群眾看病就醫和

臨時生活困難問題。

　　城中村中不僅有本村村民，還聚集著大

量外地租客，人員流動頻繁，是疫情防控中

一塊難啃的「硬骨頭」。統籌各方力量，完

成疫情防控和民生保障的「雙重任務」，成

為抽調到城中村幹部的首要工作。

　　入村後的第二天，王彪就遇上了一件

事。一位村民半個月前剛生了一對雙胞胎，

因為是早產兒，出生後就被送進新生兒科住

院。經過一段時間治療，孩子達到出院標

準，但因周家莊村已成為封控區，一直無法

回家。這位村民初為人母，見不到孩子，心

裏很不是滋味。

　　2021年12月31日上午，她來到村委會找

村幹部求助。「當時正好碰上王彪，他了解

情況後，立刻協調醫院辦理出院手續。下午4

點，醫院派救護車送回了兩個孩子，全家人

都激動得不行。」她說。

　　包括這15名廳級幹部在內，更多的陜西

省各級幹部正陸續被充實到抗疫一線。陜西

省委組織部下發通知，除保障必要工作運轉

和按要求居家隔離人員外，省級機關和企事

業單位45歲以下的幹部統一安排抽調到西安

基層。陜西省工信廳幹部魏巍也是其中一

員。

　　2021年12月29日，魏巍主動請纓，抽調

到西安市尚德路52號院和54號院。這兩個棚

戶區人數雖少，但沒有物業管理，外來務工

人員佔比78%，人均年齡在55歲以上。如何

配合社區幹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是魏巍面臨

的一大難題。

　　參與核酸檢測、物資配送、執勤……抽

調後，魏巍第一時間衝鋒在一線。由於小院

內的旱廁仍在使用，再加上這裡多為低矮潮

溼的簡易房，衛生狀況堪憂，魏巍積極協調

噴霧器，與社區幹部一道對小院進行消殺。

　　大到為群眾解決缺糧少菜難題，小到為

居家隔離的學生購買學習資料，「抽調到疫

情一線，就要解難題、辦好事。」魏巍說。

　　在西安本輪疫情防控的「總攻」階段，

陜西省、西安市「雙管齊下」配給人力、充

實抗疫力量。

       一方面，抽調有基層經驗的省級各單位

幹部到基層，帶頭處理複雜情況；另一方

面，西安市也鼓勵更多機關幹部到基層，緩

解一線抗疫人力不足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