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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栏获全国报纸
副刊专栏评选一等奖

东南沿海的小城镇，居民
生活已经很便利了，基本没有
匮乏之虞。尤其是到了晚上，
某些小县城的繁华程度甚至不
输欧美国家的很多大城市。但
是，如果你有一点精神追求，
你在这里可能会感到寂寞和孤
独。熟人见面，谈的都是“在
哪里发财”，很少有人会问你
在读什么书。同学聚会，话题
空洞而庸俗，充满权力崇拜和
金钱崇拜。在烟雾缭绕中，在

觥筹交错间，你一定几度欲抽
身离开。

有一则丰子恺先生的轶
事。丰子恺十分喜欢吃螃蟹，晚
年装了假牙之后，蟹钳咬不动，
还要女儿丰一吟替他咬开。女
儿好奇地问他：“为什么那么喜
欢吃蟹？煮蟹的时候不是很残
忍的吗？”丰子恺点点头，承认
是那么回事，但却回答说：“口
腹之欲，无可奈何啊！”接着又
补说一句：“单凭这一点，我就

和弘一大师有天壤之别了。所
以他能爬上三楼，而我只能待
在二楼向三楼望望。”我们都知
道，丰子恺先生曾把人生比作
三层楼，只有物质生活的人住
一楼，有精神生活的则住二楼，
只有极少数有灵魂生活的贤者
才住三楼。

关于这则轶事，我想了好
久。据我的经验，如果牙齿不
好，吃螃蟹是没什么滋味的，蟹
钳咬不动，要女儿帮他咬开，更

是不如不吃。于是我猜想，丰子
恺先生其实是完全可以戒掉不
吃螃蟹的，螃蟹于他并非“口腹
之欲，无可奈何”，他可能有别
的想法，比如：与弘一大师并肩
是一种僭越？保留一点点小小
的恶是修行的必需？请原谅我
如此胡乱猜测。

三楼太高了，并且，如果
脚力不健，可能会摔跤，正如
黄舒骏所唱“有人口口声声要
做英雄圣贤，最后却变成魔
鬼”。但是，二楼还是要上去
看一看的，不然，再繁华也是
可怜。

先上二楼

“汪队长，我侄子大成今天就
交给你了，以后请多多照顾。”把侄
子领进机电队办公室，山河煤矿秦
矿长对机电队长汪福会说。“矿长
您客气了，大成在我这您就放一百
个心，我一定好好照顾他。”汪福会
把胸膛拍得啪啪响。

送走秦矿长，汪福会想了想，
决定把大成安排进设备巡检班做
巡检工，这工作没啥体力活，上班
就是在井下走动，检查设备运行状
态，相对轻松。

按矿上规定，井下设备巡检工
必须经过学习培训，考试合格才能
上岗。大成吊儿郎当，培训时压根
就没认真学，考试自然不过关。负
责培训的曹副队长把情况报给汪
福会，建议进行二次培训，不过关
不上岗。“考试不过关怕啥，你把成
绩改改不就得了。”汪福会说。

曹副队长皱了皱眉，但也不好再
坚持。随后队里公布上岗考试成绩，
大成得了80分，吹着口哨上岗了。

没几天，大成嫌井下走来走去
太累，违规填写假巡检记录，被班
组安全员老顾逮了个正着，当场领
了一百元安全罚款单。汪福会知道
后把罚款单收了，只说下不为例。
他把全队岗位又仔细筛了一遍，决
定安排大成去绞车班干挂钩工。这
个工作不用走来走去，只负责给矿
车挂好钩就行。于是，大成去了绞
车班，依旧是吊儿郎当的样子。

一个星期后，为早点出井找人
喝酒，大成违规挂了两个重车，导致
钢丝绳被拉断，失控变形的重车一
路冲下来，撞坏了巷道。幸亏大成及
时躲进安全洞，巷道里也没有别人，
才未发生人员伤亡事故。按规定，这
属于严重违章，要重罚并全矿通报，
停工学习，进行安全帮教。

汪福会听了绞车班袁班长的
汇报，头都大了，但想到秦矿长的

交代，他还是咬着牙把袁班长打发
走，然后提笔修改了这次严重违章
处理意见，按一般违规处理大成。

等到公示，袁班长发现处理意
见改了，连原违章记录都被划掉，
感到事情严重，赶紧向管安全的副
队长老方反映。老方不耐烦地说：

“是汪队长划掉的，有啥意见你去
找他。为大成两次违章的事，我被
他一通批评，说我不懂变通。”

袁班长是个认死理的人，直接
找到汪福会，开门见山说：“这种严
重违章作业行为难道不该处罚吗？
矿长的侄子就该高人一等吗？非要
等出了工伤事故再处理吗？”

这三问汪福会一个也答不上
来，索性厚着脸皮死扛：“我是队
长，队里的事我说了算，你别管
了！”袁班长气得摔门就走。

过了不到两个月，汪福会下班
回家正要吃晚饭，老方打来电话
说：“井下出事了，你快来！”

井口围了很多人，四名工人抬
着担架走出来。汪福会上前一看，倒
吸一口凉气：是大成，满脸是血的大
成。原来，大成头天晚上和朋友喝酒
唱歌玩了大半夜，第二天无精打采，
上班时擅自脱岗。怕被人看见，他躲
进刚封闭的巷道栅栏处睡觉，被巷
道顶板掉落的矸石砸伤了脸部。

大成被诊断为粉碎性骨折。汪
福会硬着头皮打电话给秦矿长，吞
吞吐吐地说明了情况。电话那头秦
矿长好一会儿没吱声，最后只说了
一句：“让你照顾照顾，你就照顾成
这样了。”

放下电话，汪福会一声长叹，
跌坐到椅子上。

照 顾
□杨 涛

传达室的老何老得不能“传
达”了，换了老孙。

老孙从乡下来，刚进城总是
怯怯的，不敢多说话。过了一段
时间，老孙发现城里人也没那么
可怕，有时会主动和别人聊上几
句。这天，送笤帚、簸箕、拖把这
些日杂用品的老边又来了。老孙
叫住老边，递上一支烟，请他歇
会儿再走。老边把车停好，蹲下
来和老孙说话。

老孙问老边笤帚啥价钱。老
边说：“五块。你要吗，我送你一
把？”老孙说：“我不用，就随便问
问。这价钱不便宜啊。”“你们单
位穷，我卖财政局还十块一把
呢。其实你要用，到总务科老周
那里多领一把也就是了，公家的
事，又不是他自家的东西。”

老孙问笤帚的价钱其实另
有想法。他会做笤帚，在乡下时
就经常做来卖，手艺是爹教的，
算是祖传。老孙的笤帚做得讲
究，比老边送的好看多了，也结
实耐用。不过，他做的笤帚在集
上只能卖一块钱一把，而且赶个
集也卖不了几把。

这天，老孙鼓足勇气找到老
周，说自己会做笤帚，一把笤帚
只卖两块钱。老周笑道：“你还有
这手艺啊。那就做吧。”老孙在家
一有空就做笤帚，断断续续做了
一个月，总共五十把。

老孙让儿子骑三轮车送笤
帚过来，运进仓库。老周说：“我

还按五块一把给你，反正是公家
的事。”老孙感动得手都没地方
放。

老周查好了钱，跟老孙要发
票。老孙一愣：“发票是啥？”

老周为难了：“没发票不行，
支出来的钱走不了账，总不能我
自己往里填。”

老孙儿子说：“让俺爸给你
打个收条不行吗？”老周摇头：

“单位的账里不能有白条，发现
一张白条罚款一千。”老孙说：

“俺们东西都运来了咋办？”老周
说：“东西先放这，啥时候找到发
票我啥时候给你钱。不是我为难
你，公家的事，我也没办法。”

老孙问老边：“你卖笤帚给
老周，要给发票吗？”“当然要
给。”“你给我找二百块钱的发票
行不，我送你两盒好烟？”“我自
己用还凑不够呢，也得到处找。
你要发票干吗？”“呃，儿子要
用。”

老孙找不到发票，最后还是
跟老边坦白了，要把笤帚卖给老
边。老边说：“我收别人八毛，你
的我给一块。”

老孙用五十块钱买了一瓶
酒、两个菜，喝高了，在传达室唱
了半夜。

公家事
□张晓峰

得知上海医学专家要来小
县城义诊，马大爷兴奋得几乎一
夜未眠。

马大爷今年八十出头，儿女
都在外地工作，老伴几年前因脑
溢血去世。他身体也不好，体检
表上一个个的箭头都往上蹿：血
脂高、血压高、尿酸高、血糖高，
每天吃药跟吃花生米一样。药吃
太多副作用明显，胃口都给吃坏
了，马大爷问医生怎么办。医生
说：没啥好办法，只能权衡利弊，
有些药能不吃就不吃或少吃。

马大爷一向奉医生的话为
圣旨，回家就把降压的药停了。
可不几天就感觉头昏眼花，血压
直逼危险值。他赶紧又把降压药
吃上，琢磨着要不要减降血糖的
药，但又怕出事。现在大上海的
医学专家要来小县城义诊，真是
雪中送炭。

义诊那天，马大爷凌晨五点
就爬起床，洗漱完毕，拿起常用
的小包出了门。那包里有他的身
份证、就诊卡，还有一大摞这些
年看病的病历。为了可能需要的
检查做准备，他水都没喝一口。

大街上空空荡荡，跟马大爷

的心情一样敞亮。到了县医院，
门诊大楼已是灯火通明。大厅里
排满了拿号候诊的人，很多都哈
欠连天，能看出是起了个大早从
周边各地赶过来的。

大红横幅上写着“热烈欢
迎上海医学专家来我院开展精

准健康扶贫大型义诊活动”，马
大爷一看就心情激动。排队的
人见马大爷年纪大，又是一个
人独来独往，都让开位置请他
往前站。不久，马大爷从玻璃
窗口拿到一张粉红色盖着县医
院公章的心内科13号义诊专家

号。活了这么大年纪，到医院
看病不记得有多少次了，马大
爷还没跟医学专家打过交道。
听人说，就是到大城市看专家，
也是一号难求。能在自家门口
不掏一分钱就享受顶级医疗服
务，还有啥不满足的。

等到上午八点，应该是专家
问诊的时间了，没想到门诊大楼
前面的广场上，一场隆重的仪式
开始举行。各路记者扛着“长枪
短炮”挤在外围，热情洋溢的讲
话一个接一个。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挂在门
诊大厅的电子钟慢慢指向九点。
马大爷渐渐扛不住了，起先还能
听到“健康精准扶贫”“让因病致
贫得到终结”之类的话，没过多
久就头晕眼花起来。他知道是低
血糖犯了，习惯性地想摸小牛津
包拿饼干，身子却不由自主地轰
然倒下……

义 诊
□章小兵

霜降过后，天气一下冷起来。
文化宫的演播大厅里，身为办公
室主任的他领着一帮人，正紧张
地布置颁奖典礼会场。

这次颁奖典礼要办得盛大隆
重，因为县领导和县里中直省直
企事业领导无一缺席，评选的先
进代表了全县各行各业。会议事
项由县委领导亲自抓，会场座序
交给他来安排落实。

文化宫演播大厅还没有供
暖，他站在主席台中央只觉得寒
意透骨，嗓子眼一阵刺痒，忍不住
咳嗽了好几声。工作人员都看着
他，等他下指示。

他把目光投在中间座席中部
两排位置，吩咐道：“把第六排座
位拆掉，空出地方摆桌子，领导开
会没桌子可不行，那么多材料没
地方放。虽然他们也不一定看，但
有还得有。再说这么冷的大厅，也
得有杯热茶放桌上不是。对了，桌
面要铺红绒桌布，看着喜庆。”

他信步下台，发布一系列命
令：“演播大厅面对颁奖台右侧这
块，上台领奖比较方便，前面五十
个座位标上先进代表的名字”“左
侧是颁奖通道，这边的座位安排
给学生和教师最合适，他们素质
高，懂礼数，掌声会热烈一些”“把
村民代表和社区代表安排到后面
把边儿的地方吧，这样稳妥些，也

方便他们进出会场”。
安排完了，他让办公室干事按

要求画出示意图，向各单位下发。
一切就绪，他坐在领导的位

置上，手指敲打着桌面，盯着颁奖
台。突然，他感觉屁股底下有股寒
气贴身而来。好险，差点出了纰
漏。他立即差人去市场，根据领导
人数买回几十个坐垫。

颁奖典礼如期召开。
他发现县委书记不断在环视

周围，脸上明显露出不悦。怎么回
事，哪出问题了？

主持人宣布请县委书记上台
发表重要讲话。县委书记站在台
上，一脸严肃道：“今天，我们在这
里举行颁奖典礼，为全县的先进
代表颁奖。他们是先进，是我们学
习的榜样，是所有人尊敬的好人。
可是，在这大厅里他们却不是主
角，被晾在一边，没有桌子没有茶
水，椅子也冰凉冰凉的。这叫什
么？这叫冷板凳！改进作风，把人
民放在心里，就从今天做起。现在
请各位领导和先进代表们互换位
置……”

会场掌声如雷，他如坐针毡。

典 礼
□郭继春

欢迎关注微
信公众号，更多
内 容 见 正 义 网
（www.jcrb.com）
“郑海啸专栏”。

雷人图片（之四百三十） 万 方

神回复

▲你一直暗恋的人突
然向你表白是种什么样的
体验？回复：还想继续睡，
努力把梦续上去。

▲你有哪些“异性暗
示跟你交往，你却木讷错过
了”的经验？回复：当年一女
生坐我自行车，我义正辞严
地说“手放老实点”。

▲有个女生帮了我的
忙，我想感谢她但不希望
她男友误会，该怎么做？回
复：给她送个锦旗。

▲如何用歌词表白？
回复：总想对你表白，我的
心情是多么豪迈。

▲表白被拒绝时你在
想什么？回复：不愧是我看
上的人，眼光果然不错。

▲我要是坚持每天跟
女神说晚安，持续一年会
怎样？回复：IE 天天都问我
要不要把它设定为默认浏
览器，已经好几年了。

▲平时玩笑开多了，
跟女生表白人家以为我是
开玩笑呢，怎么办？回复：
她才没误会呢，只是她比
较善良。

段味

▲看到我在化妆，小
侄女跑过来说：“姑姑，我
也要化妆。”“小丫头，你化
什么妆？”“我们班上有个
男孩……”“瞧不出来啊，
才上一年级就有喜欢的男
生了！是不是想化得漂亮
些 ，让 他 更 喜 欢 你 ？”“ 不
是，他太讨厌，我要像你这
样化个妆，吓死他！”

▲一家人窝在沙发里
看电视，闺女指着节目里
的 西 班 牙 斗 牛 士 说 ：“ 妈
妈，这个我也会，上次回老
家我也斗牛了！”我大吃一
惊：“这个好危险的。”转头
质 问 老 公 ：“ 你 咋 带 孩 子
的，万一出事怎么办，你气
死 我 了 ！”老 公 瞥 我 一 眼
道：“她拿奶奶的红围巾逗
蜗牛玩，能出啥事？”

▲逛街时遇到上中学
的表弟，和小女生手拉手，
甚是恩爱。看到我，表弟有
些局促，“哥，你可千万别
告诉我妈！”我笑着说：“你
别怕，二姨跟前我肯定啥
也不说。”“我不是怕，是替
你着想。我妈知道了，你妈
也就知道了，肯定又会埋
怨你年纪不小了还没个对
象，那多难堪。”

▲因为喜欢在床上抽
烟，没少被老妈骂。上个周
末又干这事，结果把被子
点着了，赶紧手忙脚乱地
扑灭，被子烧了个大洞。跟
老 妈 汇 报 ，她 关 心 地 问 ：

“怎么没把你烧死呢？”
（瓜子 整理）

雷

雷

吓人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党工
委、纪工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在区委区政府、
区纪委监委的正确领导下，狠抓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
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
展，为建设“西部重镇、智创沃土、
水岸新城”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多措并举 推动主体责任落实

强化制度建设，建立长效机
制。松岗街道坚持制度在先，不
断完善党风廉政建设各项制度，
细化责任分解，推动责任落实。
今年以来，街道制定了党风廉政
建设年度工作计划、工作要点及
党风廉政建设形势季度分析会议
制度，梳理街道领导班子主体责
任清单181条，按照“一把手”统筹
部署、班子成员各司其职、各单位
主要负责人认真履行“一岗双责”
要求，形成一级抓一级、人人有责
任、层层抓落实的良好工作机制。

加强考核问责，倒逼整改落

实。把考核和问责作为推动主
体责任落实的“杀手锏”，修订落
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考核
实施意见和问责工作制度，并对
各单位、各社区落实党风廉政建
设主体责任情况进行考核，严肃
问责排名靠后 3 个单位的主要
负责人，倒逼责任担当。

聚焦主业 全面履行监督执
纪职责

严肃信访线索核查和违纪
案件查处。畅通信访举报渠道，
设立专线电话和政务网举报专
区，在全街道范围内设置信访线
索收集箱、社区专职监察员信箱
30 余处，收集信访线索 23 条，充
分发挥群众监督作用。严肃查

处党员干部违纪行为，排查党员
干部违纪违法线索 54 条，街道
纪工委立案 10 宗 10 人（不含协
助区纪委立案），完成处分执行
21 人，以“越往后执纪越严”的
实际行动，形成有力震慑。

加强对重点工作的精准监
督。严把社区股份合作公司换届
风气监督关，成立换届风气监督
领导小组，制定监督工作方案，严
明“九严禁”“九一律”“五个决不
允许”等换届纪律，张贴换届风气
监督公告 40处，设置换届风气监
督意见箱 20个，现场调研换届风
气 7 次，保障社区股份合作公司
换届工作顺利开展。坚持“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对五指耙体育
主题公园等街道重点工程项目实

行全方位立体化的动态监督，组
织专业人员现场督查 23次，印发
监督通报 17期，督促相关单位进
行整改，有效防范工程管理人员
行为违规，着力打造“精品工程、
样板工程、平安工程、廉洁工程”。

正反结合 增强廉政宣教实效

正面引导，树立廉洁自律道
德高线。运用专题学习会、座谈
交流、知识测试和新媒体推送等
多种形式，组织党员干部学习新
党章、监察法、纪律处分条例等
党规党纪，进一步增强纪律和规
矩意识。开辟党风廉政建设宣
传专栏、设计张贴宣传海报、发
送廉政提醒短信，举办“廉洁家
风”观影，开展“党民在心·勤廉

在行”主题演讲比赛、廉洁文化
展演等系列活动，营造崇廉尚洁
的良好氛围。

反面警示，筑牢拒腐防变思
想防线。立足“预防为主、警示
在先”，选取各级纪委通报的典
型违纪案例汇编成《知敬畏 存
戒惧 守底线》纪律教育手册 43
期，做到警示教育常态化。利用
各级纪委制作的警示教育片、违
纪违法干部忏悔录汇编等教育
材料及街道党员干部违纪违法
案例，组织专题警示教育会议、
专题民主生活会 21 次，以案释
纪，增强教育效果。

建章立制 强化廉政风险防控

完善机制，规范管理。开展

廉 政 风 险 排 查 工 作 ，对 干 部 任
用、资金审批管理、工程招标管
理等 9个廉政风险防控重点业务
进行梳理，形成《松岗街道阳光
政务廉政风险防控“1+9+2+N”
工作制度手册》。制定廉政风险
责任清单 235 条，修订完善规章
制度 158 项，扎牢制度笼子。建
立编外人员 KPI 季度考核制度，
梳理编外人员岗位职责清单 400
余条，进一步定岗、定职、定责。

建立廉政风险防控机制体
制。创新出台《松岗街道廉政风
险提示和预警工作制度》,在事
项启动之初，就向相关责任人和
责任部门发出提醒函和提醒短
信 ，做 到“ 事 项 未 行 、预 警 引
路”。同时，以问卷调查、廉政座

谈等方式开展事后监督，构建风
险预判、事前提醒、事中督查、事
后回访、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相
结合的风险防控网。

重拳出击 强力整治工作作风

坚决贯彻宝安区作风建设
会议精神。按照落实“硬要求”、
拿出“硬举措”、展现“硬作风”、
锻造“硬干部”的要求，实施“五
个一批”具体措施，开展作风建
设学习活动 350 次，自查自纠突
出问题 320 条，查处慢作为不作
为乱作为典型案件 3 起，通报表
扬敢于担当、积极作为的工作人
员 5人。

开展明察暗访活动。坚持
问 题 导 向 ，及 时 发 现 和 处 置 问
题。对暗访中发现的 15 名履职
不到位的网格员进行谈话提醒，
对 3名严重违反工作纪律的编外
工作人员予以解聘。拍摄明察
暗访实录 5 期，在全街道范围内
播放，进一步强化警示作用。

（孟继刚 张福乐）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办事处：

正风肃纪反腐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落地生根

（形象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