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曝光类型

未礼让斑马线

未礼让斑马线

未礼让斑马线

未礼让斑马线

未礼让斑马线

未礼让斑马线

未礼让斑马线

未礼让斑马线

未礼让斑马线

车牌号

浙C4415C

浙CYB602

浙C551J7

浙CX3C58

浙C9051T

浙CP5B86

浙C7003G

浙CD2Z81

浙C112FZ

车辆类型

小型轿车（非营运）

小型轿车（非营运）

小型轿车（非营运）

小型轿车（非营运）

小型轿车（非营运）

小型轿车（非营运）

小型轿车（非营运）

小型轿车（非营运）

小型轿车（非营运）

违法时间 违法地点

人民路1017号荣御府

(浙江省苍南县)
人民路1017号荣御府

(浙江省苍南县)
人民路1017号荣御府

(浙江省苍南县)
人民路1017号荣御府

(浙江省苍南县)
人民大道行政中心（西）

(浙江省苍南县)
人民大道行政中心（西）

(浙江省苍南县)
人民大道行政中心（西）

(浙江省苍南县)
人民大道行政中心（东）

(浙江省苍南县)
人民大道行政中心（东）

(浙江省苍南县)

车主

陈*鞘

黄*红

温*艇

汪*涛

易*典

陈*泼

蔡*州

王*平

卢*蓉

未礼让斑马线

2018-02-02 10:36:44

2018-02-02 09:38:43

2018-02-02 08:08:35

2018-02-02 06:40:10

2018-02-02 11:13:02

2018-02-02 09:45:10

2018-02-02 08:57:19

2018-02-02 16:20:50

2018-02-02 14:4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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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苍南要闻

今 日 谈

□编者
狗年春运已经启动。全县旅

客发送量预计达261.319万人次，

客运周转量1.7亿人公里。这么

大的工程，完成已属不易，要让旅

途安全舒心，还需更细致的服务。

走得安全，小事当慎。春运

旅客多、驾驶员累、客运员忙，一

边是旅客回乡心切，一边是从业

者“压力山大”，但再急再忙，别忘

了安全是头等大事。无论回家

的，还是送人回家的，都不妨拿出

点“锱铢必较”的精神，“系上安全

带”“疲劳别驾驶”，在每处细节上

把好关，春运就能安全顺畅。

走得舒心，小节当拘。靠铁路

提速、航班增多等“硬件”的提升，

只能解决“走得了”“走得快”的问

题。火车站提供无线上网服务、手

机预约老人小孩儿接送站……在

“软件”上想得细致些，才能让极寒

天气里的春运释放出浓浓暖意。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春运

大事，再怎么谨小慎微都不为

过。愿这种事不厌细的精神，贯

穿于春运的每一天。

大春运，小细节

本报讯（记者 唐文僖）有

源之水，寒冽不冻；有德之人，

厄穷不塞。前有中通“托举

哥”，后有顺丰“救人哥”，你我

的身边从来不缺正能量，就像

寒冷的冬日，终会有一道温暖

的阳光。日前，市委宣传部常

务副部长邱小侠，县委常委、宣

传部长林森森一起到钱库镇华

星路的顺丰速运点，慰问三次

跳入河中救起三人的快递小哥

潘正伟，并为他颁发了“最美温

州人”荣誉证书。

1月16日下午2时许，钱库

顺丰快递员潘正伟在收送快递

的途中，突然听到有人大声呼

救。他循着声音找去，只见两

名儿童和一个大人正在河里挣

扎。潘正伟连衣服都来不及

脱，就跳入冰冷的河水中救

人。擅长游泳的他迅速接近落

水的三人，先拉起大半个身子

已经没入水里的大人，又反过

身去依次拉起两名小孩，全程

不过几分钟。把三人救上岸

后，潘正伟返回家里换下湿衣

服，又回去工作。直到孩子的

父母送来锦旗感谢，他的英勇

行为才被大家所知。

接过沉甸甸的荣誉，潘正

伟说：“我很感谢温州这座城

市，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而我

只是做了每个人应该做的。”在

他看来，危急时刻，每一个人都

会奋不顾身地伸出援手。当

然，他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力所

能及地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为

社会传递更多“正能量”。

本报讯（记者 朱笑颖）我县

日前召开组织工作会议，回顾总

结去年工作，研究部署今年重点

任务。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李青

参加会议。

去年，全县组织工作紧紧围

绕县委“1+5”目标定位，紧扣大

局大势，聚焦主责主业，坚持高

位对标，坚持问题导向，抓重点、

攻难点、创亮点，各项工作取得

了不俗的成绩。省市领导先后5
次批示肯定我县组织工作，全市

支部主题党日暨党员发展教育管

理现场会在我县召开，中央、省市

级媒体刊发我县组织工作宣传报

道90多篇。新的一年，我县将以

“质量提升年”为总抓手,突出抓

好“政治统领力、干部战斗力、基

层组织力、红色驱动力、人才竞争

力和组织形象力”这“六大提升”

工程,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为重点,统筹推进领导班

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基层组织建

设、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开创新时

代组织工作新局面,为苍南奋力

打造新时代浙江美丽南大门“升

级版”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会议指出，各乡镇组工干部

要突出抓好“党的政治建设”这

一根本性建设，坚持不懈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武装党员干部，推动理论武装

入脑入心，开展政治对标党性体

检，教育党员干部切实做到“五

个 必 须 ”，坚 决 防 止“ 七 个 有

之”。要精准聚焦“高素质专业

化”这一新要求，重点把握“五个

突出”，着力锻造本领高强、堪当

重任的的苍南铁军。要紧紧把

握“提升组织力”这一着重点，紧

盯“薄弱环节”推进难题破解、紧

盯“全域提升”推进均衡发展、紧

盯“项目落实”推进消薄增收、紧

盯“标准化+”建强支部堡垒、紧

盯“责任担当”建强施工团队，整

体推动基层党建全域建强全面

过硬。要牢固树立“更加积极、

更加开放、更加有效”这一新理

念，在政策完善上下功夫、在平

台建设上求突破、在统筹协调上

聚合力，打造最优人才生态环

境。要持续深化“六度联考联创

行动”这一总抓手，全力打造模

范部门锻造过硬队伍。

会上，县委组织部和各乡镇

签订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

全县组织工作会议召开

抓好“六大提升”提供坚强保障

县纪委：12388
县公安局：68710135
县资管办：68708528

全县招投标市场
专项整治举报电话

快递小哥潘正伟被授予“最美温州人”

本报讯（记者 黄允祺）2 月

11 日，温州市旅游局来我县开展

全市 2018 年春节前旅游安全生

产大检查，听取我县旅游部门工

作汇报，检查旅游安全生产工作

台账建立情况，并深入部分景区

进行实地检查。

检查组一行对石聚堂景区

进行实地走访，深入景区各个景

点，认真听取了景区负责人对景

区安全情况的汇报，并就石聚堂

景区存在的森林防火及安全警

示标牌等旅游安全基础设施所

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针对性的意

见和建议。随后，检查组一行先

后走进天马旅行社和万顺大酒

店，每到一处，都仔细询问旅游

安全相关问题，认真查看安全基

础设施，并就相关问题提出具体

的整改意见。

检查组对苍南旅游安全生产

工作表示肯定，认为我县对旅游安

全生产工作认识到位，工作有效。

同时，检查组指出，春节长假即将

来临，要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完善各类应急预案管理、提升各

类安全事故的处置能力，切实把

安全工作落到实处，确保广大游

客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假期。

市旅游局来苍
检查节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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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乐雅

16 岁那年，我在一个破败的镇上读中

学，住在十人间的宿舍里。冬夜，没有炉子

的房间里滴水成冰，我甚至常常不脱衣服

就囫囵趴在被窝里读书。

我珍惜着每一分每一秒的时间，只有

在期末考试取得年级第一的成绩后，我才

会花6元钱坐大巴回家。

那年春节，我第一次感到了绝望:爸爸

在建筑工地打工被砸伤了腰，他再也不能去

打工了；而为了给疯癫的哥哥治病，家里花

光了所有的积蓄，再也拿不出钱供我上学。

值得庆幸的是，学校领导答应为我减

免学费。可是生活费用却依然是个难题。

开学后不久，我收到了一个叫杜小悌

的青岛女孩的来信，她和我同名同姓。信

上说，她从一个帮助边远山区少年的联谊

花名册上看到了我的名字，她想和我做好

朋友，并将按期给我汇来她的零花钱……

没过几天，我收到了她的第一张汇款

单，200 元整，足够维持我半个学期的生活

开销。拿着那张汇款单，我在下雨天泥泞的

操场上拼命地跑，只为了不让眼泪掉下来。

我和杜小悌心有灵犀，我总是在寄出

一封信的等待里收到她的来信，她成了我

最牵挂的人。三年里，我整整收到她汇来

的10张汇款单，它们帮助我度过了最艰难

的岁月。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我选的都

是青岛的大学。当我告诉杜小悌时，她回

信说要给我打电话。我一直等，但一直都

没有等来她的电话。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我的心突

然一阵绞痛，我想到了杜小悌，她在做什

么？想着想着，我竟昏了过去——我有轻

微的心脏病，但已经很多年没发作了。

醒来的时候，妈妈说我一直在叫“杜小

悌”这三个字......
十天后，身体康复的我提前扺达了青

岛。当杜小悌的妈妈开门时，我倒退了几

步：客厅的中央，那个和我有着相似面孔的杜

小悌正在一个黑色的相框里对我笑！她妈妈

说，两星期前的一天，杜小悌突然心脏病发

作，骤然离世——那正是我昏迷的时刻。

这世上真有心有灵犀？这个帮了我三

年、长得和我相似、患有先天性心脏衰竭的

女孩，我们没有见过一面，却像电影《两生

花》中的主人公，分处两地，却一个受伤，另

一个就会疼.....
四年之后，我留在了青岛。当领到

第一份薪水的时候，我就开始资助边远

山区的贫困孩子上学。我想这也是杜小

悌的愿望。

两生花

章小强

故乡，是每个人身上与生俱来的史前

“胎记”。

我的故乡由张翎的《雁过藻溪》发表。

她说：“人和土地之间是有血缘关系的。这

种关系叫做根”。幸运啊，你、我、他，藻溪

土生土长的根。

苍南境内正中央一处旷世的山水杰

作，名曰：“藻溪的水墨丹青，无可挑剔地成

为了山清水秀的典范。以青山为脊梁，以

绿水为乳汁而孕育的藻溪人，形成了刚柔

并济，温尔儒雅，胸襟豁达，灵魂清澈的生

命特质。幸哉，藻溪人！

从东溪和西溪奔袭而来的两条生命之

水，仿佛天上来，汇聚于矴步头，合二为一，

顺流而下，缱绻成一条彩带似的，溢满灵气

的溪流，蜿蜒流淌，源远流长，宛如两个恋

人催生的生命体，在藻溪的土地上繁衍生

息，让藻溪从此锲入了水的文明史，揭开了

水的图腾序幕。为水而安，为水而命，从此

便成了藻溪人身上磅礴的生命基因。

清澈梦幻的溪水是每个藻溪人的生命

信仰。每一滴甘甜的水花，都有开花的基

因，都有奔跑的心灵。清澈到极致的藻溪

水，让每个人轻而易举地一眼，便可找到自

己灵魂的倒影，让远方始终无法逃脱出一

滴水的牵肠挂肚。

从此，藻溪人便与水爱恨情仇，潮起潮

落，患难与共，生死相依，便与水相依为命，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便是藻溪人吸水

成汁，吐水成珠的最高人生涵义。一泓溪

水裸裎偌大的蔚蓝与透亮，洇开的何止是

绵延的乡愁。可以说是每个人暗藏幸福与

梦想的心思。

这注定是一条母性之溪，因为汁。掬

一抔藻溪水，便可获取一双展翅高飞的翅

膀。从此，任凭山高水长，时光飞逝，原始

的水的味蕾，总会存活千年。最终，自觉沉

淀为故乡的一阕乡音绝唱。

藻溪应是一部水的字典。饮水之饴，饮

水之碧，饮水之香，饮水之醇。也曾经饮水

之觞，饮水之愁。反正，饮者，即男儿肝胆相

照，可顶天立地。饮者，即妇孺之儿女情长，

揽风花雪月。最后，水会告诉你，血从水中

来，泪从水中来，爱从水中来，魂从水中来。

水，即藻溪的千古誓言和生命篇章。

上苍恩赐的精神脊梁----公婆石，大地

吐纳的生命之源----藻溪水，不约而同地书

写了藻溪人的起源、繁衍、生根和蜕变的发育

史。天地为证！这是自然界的神奇造化，赋

予藻溪这块神奇土地最默契的美学智慧。

无论世事如何嬗变，时光如何跳跃，藻

溪水的呼吸、体温、柔情与坚强，都令人叹

为观止。这是因为，它是先民和后裔迁徙、

农耕、信仰、凝望和开拓的历史源头。更是

一方水土命运图腾的福祉和精魂。一个有

源头的人，灵魂从来不会枯竭。

只要水在，生命就能闪光，精神就不会

成为废墟，就能在水的怀抱里延续山水文

化的完整传承。无论人事如何善变，藻溪

水在，命在，乡愁在，吉祥在，未来在……

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沧海如何桑田，公

婆石的屹立与坚韧，深情与多姿，始终履行

着塑造灵魂的历史重任。不管是放眼远

航，还是落叶归根，那两双眷念的眼眸，总

会融化千山万水的阻隔。对视一眼，便是

身份的无缝对接。在我的眼里，你是神话，

也是一种永远依恋故乡的精神象征。

只要山在，心就自然稳如泰山。哪怕

是天涯海角的默念，哪怕是山高水长的相

思。神圣啊，亘古不变的家园的守望者，你

是藻溪人最无可置疑的乡愁密码。

山在上，水在下，山俯瞰，水漫漾。像

风，在时间里不腐，像雨，在身体里永恒流

淌。藻溪山与水的天合之作，铸就了天地

有色，草木生姿，水波阑珊，人杰地灵，恰到

好处汇成了藻溪人的精神渊薮。可以说，

每一个藻溪人身上都蕴藏着无水不欢的情

愫，散发着无山不刚的坚毅。

藻溪，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长。山的玲

玲，水的纤巧，是山水最精致的魅力组合。

入眼，即水墨丹青，入心，即沁人心脾。远

眺，分明就是一地隐秘的世外桃源。

故乡，很多时候在游子的心里是一个

多情的女子，剪不断理还乱。一半是思念，

一半是想见，一半是回眸，一半是缱绻，一

半是漫漶的诗句，一半是锥心的爱恋。

每当童年的记忆回溯，缓缓流淌的溪

水里如少女般长发飘逸的水草和精灵般的

“红狮鱼”触及呼吸，都是一次次无法抑制

的惊心动魄的灵魂舞蹈。溪畔两颗参天大

树，仿佛公婆石诞生的俊男靓女，不知疲倦

地守护着春夏秋冬水的意趣，或蓝或绿，或

雾或岚，蔚为曼妙，见证着溪流的过去、现

在和将来。每当夏日的黄昏，溪边的一个

个埠头，绰约风姿的浣纱女轻揉漫漾，悄然

筑起了一道神秘的风景线。

谁敢说，故乡的水醇到极致不是酒。

谁敢言，故乡的水浪漫到极致不是梦。

没有人知晓，你细小的身躯竟隐藏着

远方的梦想。或许，正是你的追求，你的天

赋，你的虔诚造就了明矾“远走高飞”的生

命驿站，横空出世了史无前例的“挑矾古

道”，才让明矾顺理成章地插上了翅膀，走

向了深蓝。骄傲啊，你竟是“世界矾都”一

页不可忽视的历史篇章。这，便是藻溪的

小溪水大世界的巅峰之作。猗欤休哉

因着水的滋润和张力，倚傍山的灵性

与智慧，藻溪名副其实成为了明矾经济与

文化的副中心。同时，也成就了富有浓浓

地域标签的藻溪文明。一条临水而建的古

色古香的街道和代表着经济腾飞缩影的长

泰内、裕和内、春生内……等十三内，在岁

月里沉淀为了藻溪文化的特色符号。藻溪

的文化底蕴因此厚积薄发，藻溪也无可争

议地成为了浙江名城----苍南县灵溪镇

的后花园。

因着山与水的梦幻组合，山水文化的

不竭滋养，藻溪的历史时空走出了林管状

元、林景熙进士，改革开放初走出了叶志

镇、周波、陈春鸿三位闻名海内外的科学

家，他们无疑是藻溪上空最璀璨的星座。

这，便是山与水的不朽杰作。

我的魂牵梦萦的故乡啊，你是每个游

子的身上衣，每个乡贤的手中线。你是每

个藻溪人熟稔于心的游子吟，随身携带的

灵魂避难所。一滴水珠上凝固的乡愁，酝

酿出的何止是月光洒下的满地思念。我没

有在故乡的上空盘旋过。但是，想象从空

中俯瞰它的风貌，一定是群山夹玉带，绿水

人家绕的一个童话世界。

毋庸置疑，藻溪水是所有藻溪人在时

间轴上出发和归宿的原点。或许，这就是

藻溪最奥妙的水韵。一条清澈见底碧波荡

漾的溪流，一汪销魂怡人的碧水，注定是所

有藻溪人生命的根。这便是故乡衍生的全

部遐想。

藻溪水韵

像一截钢管在哭，在滴血

在某日某一首诗的某一行背后

已经掏空了

壳不知该干什么，她不欠世界什么

人间走一遭

换了身子

换了身世

亲爱的，伟大的作品尚未诞生

一个人的去向值得深思

种种可能

最好的剧本，总是旧事重提

无聊的人嚷嚷：黑白的老电影

老掉牙的故事以及一个人的

纵身一跃……

还有一句经典台词：

“也许、如果、可能——”

写作后

壳已经人事不省，像生孩子

主要是发呆

她僵硬、空虚

与一首诗保持最亲密的距离。

像母子的一场生死恋

也许，还要用那些累得变形的文字

进行补充。

应该在大地上干点什么

但她只摸到白纸的边：

一些扎手的小生活。

闭上眼睛就消失

在消失里

总之，人生没有尽头——

最多只是在世界的尽头

倒退。

该后退了，

写作把一个生育的场景世俗化。

写作后

人事不省，但血管相通

对她来说，未来只有三分钟。

只是两根火柴，她选择让一根先死

躺进宽敞的火柴盒

叫唤：

“我们一脉相承——

这世间最完美的爱恋

重新经历：另一个人未死的部分

……”

写作，同时还要做人

还要沉思、叫唤、死一回

河流从来没有把自己送走

只把“河流的名称”送给远方

水面上，那个模糊的身影

是祖父吗

我只有把手伸进冰冷的水里

才能得知

他的脉搏还能跳几下

对河流来说

我只是个陌生人

祖父却熟知每一根水草的习性

以及桥下的那一个鳝洞

他浑然不知。人世间早已灯火通明

人们从各处赶来

穿同一款白衣白裤

做同一个表情

仿佛星星都落在水面

仿佛水草都没入水底

我应该脱下所有的衣服

——尽管我已经赤身裸体。

自始至终

我在一条河里

我还得穿上大衣

装孙子，装作什么也不知道

某日写作后，
人事不省（外一首）

□亚丁

河流从来没有把自己送走

吉春吉春
梁亦平梁亦平//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