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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岩 山

闽清县“治违办”公布今年第八批共10处限期拆除
的违法建筑名单（详见下表），面积6039.00平方米。这
些违法建筑责令改正期限已满，执法部门要求当事人在
名单公布之日起七日内自行拆除，逾期未拆除的，执法
部门近日将依法予以强制拆除。

闽清县“两违”综合治理专项行动
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

2017年第八批10处违法建筑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违法主体

刘XX
黄XX
王XX
台山路临时围档
晨光

黄XX

罗XX
黄XX
潘XX
林XX

违建地址

白中镇保林村
白中镇黄石村
白中镇继新村
梅城镇台山路
梅城镇南北大街
梅城镇大路华伦汽配
厂下方
下祝乡洋头村
坂东镇圲上村
金沙镇前坑村
金沙镇前坑村

建筑面
积（㎡）
400.00
550.00
1850.00
1625.00
350.00

30.00

350.00
80.00

316.00
488.00

闽清县“两违”综合整治公布
4月份拆除名单（第8批）

经闽清县人民政府批准,闽清县国土资源
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幅)地块的国有土地
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
要求：

宗地编号：2017007；宗地面积：2.2124 公
顷；宗地座落：云龙乡后垅村；出让年限：50
年；容积率：大于或等于1并且小于或等于3；
建筑系数(%)：大于或等于40；绿化率(%)：大于
或等于10并且小于或等于20；建筑限高：小于
或等于24；土地用途：金属制品业；投资强度：
1706 万元/公顷；保证金：166 万元；约定土地
条件：现状净地；起始价：431.50万元；加价幅
度：0.10万元；挂牌开始时间：2017年05月02
日08时00分；挂牌截止时间：2017年05月15
日16时00分。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
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可以单独
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
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
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 2017年05
月02日至2017年05月10日到闽清县梅城镇
台山路108号国土局四楼地产中心获取挂牌

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17年05月02日至2017

年05月10日到闽清县梅城镇台山路108号国
土局四楼地产中心向我局提交书面申请。交
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17 年 05 月 10
日16时00分。 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投
标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17年
05月10日17时0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活动 在闽
清县梅城镇台山路108号国土局四楼地产中
心进行。各地块挂牌时间分别:

1. 2017007 号地块：2017 年 05 月 02 日 08
时00分至2017年05月15日16时00分。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挂牌时间截止
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
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八、联系方式与银行帐户
联系地址：闽清县梅城镇台山路108号国

土局四楼地产中心 联 系 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0591-62300696
开户单位：闽清县国土资源局
开 户 行：中国农业银行闽清县支行
帐 号：13185101040000146

闽清县国土资源局
2017年04月11日

闽清县国土资源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梅土告字[2017]07号

经闽清县人民政府批准, 闽清县国土
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幅)地块的
国有土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
指标要求：

宗地编号：201706；宗地面积：0.4877
公顷；宗地座落：云龙乡后垅村；出让年
限：40年；容积率：大于或等于0.10并且小
于或等于 1；建筑密度(%)：大于或等于 10
并且小于或等于40；绿化率(%)：大于或等
于10并且小于或等于20；约定土地条件：
现状净地；土地用途：批发零售用地；保证
金：100万元；起始价：310万元；加价幅度：
1万元的整倍数；挂牌开始时间：2017年04
月27日08时00分； 挂 牌 截 止 时 间 ：
2017年05月11日15时00分。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
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
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
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
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 2017
年 04 月 27 日至 2017 年 05 月 08 日到闽清
县梅城镇台山路108号国土局四楼地产中

心获取挂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 2017 年 04 月 27 日至

2017年05月08日到闽清县梅城镇台山路
108号国土局四楼地产中心向我局提交书
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17年05月08日16时00分。 经审核，申
请人按规定交纳投标保证金，具备申请条
件的，我局将在2017年05月08日17时00
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活动 在
闽清县梅城镇台山路108号国土局四楼地
产中心进行。挂牌时间:

201706号地块：2017年04月27日08
时00分 至 2017年05月11日15时00分;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挂牌时间截
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
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八、联系方式与银行帐户
联系地址：闽清县梅城镇台山路 108

号国土局四楼地产中心 联 系 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0591-62300696
开户单位：闽清县国土资源局
开 户 行：中国农业银行闽清县支行
帐 号：13185101040000146

闽清县国土资源局
2017年04月06日

闽清县国土资源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梅土告字[2017]006号

（一）
今逢世界读书时，雅士文人朗诵怡。
墨客挥毫开展会，骚坛作赋互盘诗。
古今中外传经典，党政军民学未知。
共筑同圆华夏梦，兴科重教壮根基。

（二）
闻鸡起舞攻书早，学老研经志不移。
明道修身勤实践，去私除妄力坚持。
多为善举慈心献，少说佳行博爱施。
读写相兼良积德，弘扬大道立丰碑。

世界读书日感赋
□黄 胤

萧寒是名普通的出租车司机，每天开着的士，满城转
悠着载客。如今行业竞争激烈，干这行的人太多。一天跑
下来，除了腰酸背痛，也着实挣不了几个钱。

今天生意不怎么好，他决定提前回家。开车到花店买
了一束白色的康乃馨，到城里最知名的一家西饼屋取了订
好的蛋糕。一切打理停当，他准备回家了。

路边有人招手，他尽管不乐意，还是将车停了下来。
干他这一行，空车拒载弄不好会丢了饭碗。

上来一个漂亮的女人，打扮入时却并不妖艳。萧寒只
瞧她一眼，便认出了她。“是你？”萧寒尽量控制住情绪，淡
淡地说一声。

女人微笑着，目光里闪着狡狤与嘲弄，“怎么，才分手
三年，就吃惊了？放心，我跟他散了，不会吃了你！”

萧寒哦了一声，将语气放淡，“您去哪里？希望半小时
内能将您送到。”

女人甩出一沓钞票，“这是一千块，今晚我包了你的
车，随便你开到哪里。钱不够，还有！”甩手又是一叠大钞。

萧寒靠路边停下车子，打开车门，“请您下车！”
女人恼怒了，“凭什么？我花钱，你开车，天经地义，当

心我到你公司投诉你！”
“投诉？那最好！丢了工作我不怕，只要丢不了我这

个人。”萧寒尽量放缓语气，“工作丢了饿不死我，可我老
婆等着我回去做饭呢！”

女人笑了，”听说你老婆很能干，怎么饭也等你回家
去做？这种女人也值得你…”

萧寒也笑了，“我应该谢谢你当初甩下了我，真的，不
然我今生就错过了一个最好的女人。我尊重你的幸福，请
你也尊重我，不，请你尊重她！”

萧寒打开音乐盒，一曲萨克斯《回家》，舒缓而深情地
感染着这座城市。

路上行人匆匆，有几个回家的人？
“今天是她的生日。她在的时候，最喜欢的就是这曲

《回家》，我知道她为什么喜欢这首曲子，我回家了，她比什
么都高兴。她常对我说，老公，你这么优秀，这么帅，有一
天不会离开我吧？”

女人静静地听着，眼角已有了潮湿，已敛起了三分骄
横。

萧寒眼角也已潮湿，点了支烟，狠狠地抽了—口，呛出
了眼泪，他本来不会抽烟。

“她是个好女人，一个男人哪怕修八辈子也得不到的
好女人！她常对我说，老公，我配不上你，你是有大本事的
人，我.却一点也帮不上你，我只能做的就是让你回家有一
口热饭吃。”

萧寒叹了口气，“有口热饭吃，有个热水澡，有个等你
的人，你一夜不归，她就一夜不睡…”

女人说:“看得出，她很在乎你。今天是她的生日么？
如果方便的话，我想见见她！”

萧寒苦笑着，“你见不着她了！去年的今天，家里煤气
泄漏，引发了大火，她去了！”

家里几乎什么都没留下。

回 家 （小小说）

□罗宁宁

有一回家里来了客人，中午留人吃饭。母亲让我捉
只鸡宰杀待客。我问母亲抓哪只？母亲皱着眉头说，就
那只芦花鸡。每天就数它闹腾地厉害。追着別的鸡撵，
再这样下去，別的鸡都不下蛋了。看把它能耐的！

看过这样一个故事。从前有个穷人，本来穷得一家
几口人合穿一条裤子，男主人穿了裤子，当然可以走出
去了。而老婆跟孩子只能光着屁股窝在屋子里。当然
只是说句笑话。总之，这家人很穷。可穷人有时也会翻
身的呵。忽然有一天，这家人有钱了，扬眉吐气了，成了
暴发户。到底人家钱是怎么来的，你可以设想一千种理
由，反正人家没偷沒抢，法院也奈何不了他。朋友们，你
们知道有这样一种人，穷了半辈子，有朝一日忽然成了
暴发户，家里有花不完的钱，他会生于什么样的心态？
显摆，出风头！恭喜您，答对了。

这户人家一夜暴富，为了舒展一下小资情怀，说到
底就是为了满足一下虚荣心。好家伙，不惜花血本请来
了县城最有名的戏班，敲锣打鼓地热闹了七天七夜。这
家人因此扬眉吐气，不知天上人间。很可惜，这一旷世
举动，不仅招来了戏班子，同时也招来了山上的土匪。
结果朋友们可想而知，这一家几口人到那世合穿一条裤
子去了！

当然，这只是个故事，却说明了一个千古也不变的
做人哲学:为人莫张狂，做事应低调。

低调其实是做人的一种修养，一种智慧。低调不是
无能，张狂也不代表你高到哪里。所谓满瓶不动半瓶
摇。这个社会，人已经注重修养。一个人再有钱，如果
处事张扬，目中无人，以为老子有的是钱，谁怕谁啊？那
么实在对不起，客气地称你一声大款，不客气的话，你仍
旧是俗不可耐的暴发户，土财主。真正的成功人士，将
自己的事业无上辉煌的人绝不是这样子的。那应是财
富与內涵并修，随着财富呈几何式积累，他的思想与修

为也随之提升。在他们眼中，财富不是最终为了享受，
也不是为了炫耀。如果为了炫耀，比尔盖茨又有几人能
陪得起！

大家都知道，比尔盖茨，微软创始人，据最新的福布
斯排行，他仍旧是当下全世界最有钱的人。他什么顶级
豪华的车买不起，但他步行上班。我们姑且不论其他种
种可以设想的因素，至少这就是一种修养，一种低调。
比尔盖茨积累如此惊人的财富是为了谋生存吗？为了
炫耀财富吗？你见过步行上班的千亿富翁吗？

我在常州谋生存的时候，在离我居住地不远的一个
村里，经常见一六十多岁的老头，每天天不亮骑一破自
行车上班。老头爱抽烟，烟瘾特重。有几次我在一家小
超市见他买盒七块钱的娇子烟。超市老板笑着说，这老
头，手底下有七个厂子，家里最少有上千万，还抽这种
烟！太抠了！不过人还可以，听说去年一下子就捐出去
十多万！

我无语，只能沉思！一个抽七块钱娇子，骑自行车
上班的人居然捐给社会十几万？我本以为他穷困，至少
在苏南这个发达地区他是穷困的。

我想，无论这个人是抠也好，是简朴也罢，至少他是
有钱的，至少他一掷十几万捐给了更需要的人，至少他
是低调的。有钱他不浪废，更不张狂。就凭这一点，他
值得尊重！

低调其实是一种修养，一种內涵，一种气质。越是
成功的人，他注重的不是威风八面、惊天动地的霸气，他
已懂将霸气內敛。他不需要，也没必要，因为他的为人
为事的境界已超越了财富给他带来的荣耀。低调的人
才不至于成为金钱的奴仆，名望的附庸。

低调是为人的一种品行。世俗的纷扰已成了低调
之人的厌弃。因为他们懂得，财富不能代表所有。真正
的安乐，在心里！

低调，是一种智慧人生
□谢颖

走吧，咱们一起挖野菜去。
一路上走在玉兰树下，穿过柳丝儿，到了蓝色婆婆纳散

落的麦田埂，迎面与一株蒲公英撞个满怀。你看它，锯齿别
致的碧叶间，亭亭玉立一枚金黄的花朵，笑得如此灿烂。同
来的友人已经走到前面的油菜地，我停下来。一只手攥着
蒲公英，另一只手用刀扒开根部的泥土。倏然间，春泥的香
味儿一丝丝的弥漫开来。刀尖的泥土松散酥软，毫不费劲，
轻轻一拔，连根拔起。我要把这棵蒲公英，带回家，放在有
玉兰花枝绰约的阳台风干。无事时泡一杯蒲公英的茶，看
着窗外花树一潮一潮的开。蒲公英的功效，不用说，谁都知
道。我用蒲公英泡过水，轻轻啜饮一口，咽下喉咙，满口淌
过一股沁凉的苦味，涓涓流入肺腑，身心被瞬间刷洗过一
般，干净利索；凉拌，蒲公英的苦味与味道强烈的麻油、醋相
融，会产生不错的味道，苦丝丝地，酸脆脆地，沁着丝丝清泉
般的微凉，清香甘苦。

车间里有个东北的小伙子，与我说起蒲公英，他那里生
食蒲公英。用新鲜蒲公英叶子蘸甜酱，他说着，吮着嘴唇，
不知道有多好吃呢。我也深切的体味到，它说起生食蒲公
英，不仅仅陶醉蒲公英给味蕾带来的舒服与过瘾，还有强烈
的乡愁。他就像漂泊的蒲公英，从东北飘到遥远的江南。
有一日，我在上班路上采到几棵蒲公英，非常肥美。我送给
这个东北小伙子，他却擈手拒绝了，似乎我的蒲公英有毒。
也许他把这几棵蒲公英看得太珍贵，有授受不起的压力
吧。有的人就是以为接受人家好处要回报。从那以后，和
他也没什么交流了。后来才知，是因为这里有蒲公英，没有
他故乡纯手工的辣面酱，蒲公英吃不出故乡的味道来。

追上同来的友人，炫耀一下这棵，花，叶，根完整的蒲公
英。芬凑近看了又看，原来她不认识蒲公英，她要把这棵蒲
公英带回家栽进花盆。我一点不怀疑，花盆里的蒲公英开
不出田野里的样子了。

我们走进一块荒地，这里简直就是野草的天下，野草的
春天。婆婆纳、卷耳、繁缕霸占了这块土地。大地是绿色的
海，俊朗的绿色海面，起伏、跳跃、涌动着蓝色，白色的浪花，

那浪花是温柔的，细碎的，恰恰好看。这些小花呀，开在最
早的春。从来都没有人注意过，它们是怎样过冬。那些玉
兰、柳、杏等高大的植物，害怕严寒，它们都在冬天凋零，光
秃秃的。而这些野草，因为卑微渺小，在冬天不敢凋零，它
们小小的身躯，真怕，一闭眼，就醒不来了。想到冰封万里
的冬，人类穿着厚重的冬装，在有暖气，有空调的屋里，这些
小野草，赤裸着清瘦娇小的身躯，蜷缩在冬野，何等的顽强
啊。此刻，它们开得沸沸扬扬，无忧无虑，轻轻摇曳着小花
儿，淹没了我的平底布鞋。它们甜蜜温柔的像恋人，让人爱
的心跳，心颤。

那蓝色的婆婆纳，写过无数次了，我仍然寻找美丽的字
眼，赞美，抒情。它的蓝，清澈干净，真的让我有过神魂颠倒
的醉。蓝莹莹的花朵儿，乖巧可爱，凑近看，翘起的花蕊，顶
着两个黑色的花球。我以为是它的眼，眨呀眨。我每次目
光触及到它黑色的眼，感觉它也在含情脉脉的看着我，如同
初恋时与他目光对视，心，甜美的乱了。

我喜欢古人对婆婆纳的描写，《救荒本草》：“苗塌地生，
叶最小，如小面花黡儿，状类初生菊花芽，叶又团，边微花如
云头样，味甜。”这段文字，我喜欢极了，写出婆婆纳在我心
里的样子。我复制给友阅，他说，这娇小惹人疼的蓝花儿，
就叫它“蓝黡儿”多好听啊！

在古人的“春天七草”里，没见到婆婆纳，有繁缕。小时
候，在童年的村庄，真的没注意过繁缕。最近几年，发现小
区花圃里，路边，走到哪里，都能看到一种枝蔓缠绕的植物，
开着极细小的白花儿。我掐一枝，放在鼻息闻，那清香，掺
着熟透的杏子味儿，很好闻。在我折断它中空细茎时，还连
着根细细的绿筋，藕断丝连。偶然知道这植物叫繁缕，很喜
欢这名字，比婆婆纳名字婉约多了。

繁缕，这名字真没白安，你看这植物，蔓茎真多，彼此纠
缠，真是繁杂，千丝万缕，理不出头绪。其实不是这样的，李
时珍说：“此草，茎蔓甚繁，中有一缕，故名”。繁杂中总有一
缕不被纠缠，是啊，如同我们的小日子，再琐碎枯燥，总能寻
找到一些诗意与乐趣，比如眼下，正在看野草开花，寻野菜

呀。
每每看到这种的植物，我都在心里欢喜的想起它的名

字，念叨着：“繁缕，繁缕……”其实不是这样的，还有一种叫
鹅肠菜，也叫牛繁缕，与繁缕不同属，是鹅肠菜属。几乎与
繁缕一模一样。怎么辨认呢？周折一番，弄清楚了。其一，
繁缕的茎内侧有细毛，牛繁缕茎是光滑的；其二，繁缕的花
蕊柱，三个，牛繁缕是五个；其三，繁缕叶没有牛繁缕的叶，
宽大肥硕，这个却别不明显。繁缕的花，非常精致，乍看是
十个花瓣，细看五个花瓣。因为花瓣是很细致的裂开，天衣
无缝，给人错觉十个瓣。繁缕，生命力特别顽强，给点土壤，
就有本事野蛮生长，看看吧，这么小的花，开得田野，落雪般
素白，云烟般曼妙。我掐几枝放在盛野菜的篮子里。回到
家时它蔫蔫的，没精打采，放在有清水的瓦罐里，很快鲜活
了。它乖巧的垂在酱紫的瓦罐沿上，那一缕柔美的绿，留住
了一屋子的阳光。

现在，荠菜正大批的开花，也能寻找到，慢性子，还很嫩
的荠菜，我实在太喜欢荠菜泥土味的香，想采一点储存，随
时食之。荠菜花也开出了茫茫花海，绰约生姿，万种风情。
蹲下来，隐在荠菜花丛，一碰到荠菜花枝，簌簌的落下花瓣，
脚面、衣襟、裤脚都是细细的白，好喜欢这细白的落花啊，带
回家吧。

就乱乱的一大撮，随意的插在绛紫色陶罐里，素白简
静，落了一书桌的细碎花瓣，如一罐明月，蓉蓉月色洒得了
满屋。

洁指着不远处一片白色花海大叫：“那里有更多的荠菜
花，中医说，荠菜花晒干泡水，对女人有好处。”走进那片白，
啊，原来是球序卷耳，这么多的卷耳啊。不知道诗经里那个
情感茂密的女子来采，能采满筐吗？“采采卷耳，不盈顷筐“，
多么唯美的画面，在青草茫茫的山路边上，一个神情忧伤的
柔媚女子，正在采呀采呀采卷耳，半天还没采满一小筐。她
哪有心思采卷耳啊，神情恍惚地想念着心上人，甚至将菜筐
弃在大路旁……现在还有这样纯美的爱情吗？

卷耳的叶子，毛茸茸的，真得像小狗狗的耳朵呢。云裳
问我这么多毛，怎么吃啊。谁知道诗经里那女子采卷耳，是
喂猪还是晒药草呢？这个不要紧，卷耳不在乎，任性的开
着，开出窃窃私语的春天！

篮子，丰盈起来，友人说，回家吧。下次不来这里，要采
的野菜太少。她们喜欢找到大片大片的，蹲下来，不问三七
二十一砍满蓝子。我倒喜欢，在很多野草里寻找野菜。低
眉，走过蒲公英的金黄，走过婆婆纳的蓝，走过繁缕的白，走
到卷耳的花海，前面是三叶草的绿，油菜花的黄，呀，春天铺
天盖地的来了！

提提 篮篮 采采 微微
□许纯

序
号

1

2

3

停电
日期

5.2（4.21
改期）

5.4（4.25
改期）
5.5

计划停
电时间

7:00-17:00

8:00-17:00

7:30-16:30

停电原因

配网改造

配网改造

配网改造

停电范围

北 溪 1#、北 溪 2#、北 溪
3#、北溪 4#、樟洋、石郑
1#、马洋、水口坝下工地、
鼎丰农业、北溪桥路灯变

洋头1#变

绿箭食用菌、富森竹业

备注:具体停电信息请拨95598查询。

国网闽清县供电公司
计 划 停 电 通 知

(2017年5月2日-5月5日)

人活一生，都少不了朋友，朋友不一定是完美的，只要
能同甘苦，相濡以沫，肝胆相照，志同道合，这就是真朋
友。能荣辱与共，风雨同舟的，这就是真挚友。

挚友如水——“君子之交淡如水”。如水的朋友不热
烈，不张扬。“为善不欲人知”，默默陪伴，让人感觉虽无十
分依赖，却又不能离开。如关羽之于刘备，似左膀右臂，不
离不弃，始终如一。

挚友如粥——粥之一品，暖身暖心。“不戚戚于贫贱，
不汲汲于富贵”，虽少些精致，也疏于典雅，却含十分滋
味。如粥的朋友在你困顿时，失意时，灰心时，予你以帮助
与觉悟。如鲍叔之于管仲。“予取予求，唯我知汝”。

挚友如茶——茶之一味，谓之清雅，谓之高洁。如茶
的朋友能陶冶你，提升你。他会和你缘于品，敬于德，惺惺
相惜。无须言语亦会相知相融。如伯牙之于子期。高山
流水，千古知音。

友之具此其一品者为上品，其两品者为精品，其三品
者为绝品。拥有上品挚友者为有幸，拥有精品挚友者为万
幸，拥有绝品之挚友，就是幸运之至了。

朋 友
□刘新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