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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和《福建省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规
定，“镇镇有干线”（ZX1504）闽清
省璜镇至塔庄镇公路工程建设农
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方案已经福
建省人民政府批准。该批次共涉
及1个地块，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批准文件：《福建省人民
政 府 关 于“ 镇 镇 有 干 线 ”
（ZX1504）闽清省璜镇至塔庄镇
公路工程建设农用地转用和土地
征收的批复》（闽政地〔2019〕761
号）（见附件）。

二、批准征地情况（见附表）
（具体四至范围详见经批准的勘

测定界图）。
三、涉及上述征收范围内的

土地位于闽清县塔庄镇莲宅村、
下庄村、坪街村，征收土地实行区
片综合地价；具体土地补偿安置
方案经闽清县人民政府同意后，
由闽清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另行
发布，公告期满后报闽清县人民
政府批准组织实施。

四、涉及上述征收范围的原
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的土地
权利证书将直接予以注销。

五、自公告之日起15日内，涉
及上述用地范围的土地所有权
人、使用权人，应持相关文件到所
在村委会办理补偿登记，被征收
土地范围内不得改变地类、地貌，

严禁在被征收土地范围内抢种植
物及突击建设建筑物、水面养殖，
违者一律不予补偿。

六、在实施征收土地中，相关
单位应当依法对土地所有权人、
使用权人进行补偿，征地补偿费
用不得截留、克扣、挪用，切实维
护农民利益。

七、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
及相关权利人对省人民政府批准
征收土地决定有异议的，可以自
本公告期满之日起60日内向省人
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特此公告。
闽清县人民政府
2019年9月27日

闽清县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土地的公告
梅土征告〔2019〕17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
4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
例》第25条、《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地管理法〉办法》第23条规定、《福建省人
民政府关于“镇镇有干线”（ZX1504）闽清省
璜镇至塔庄镇公路工程建设农用地转用和
土地征收的批复》（闽政地〔2019〕761号）和
本县制定的具体标准（梅政综〔2017〕42号）
文件，现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和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地类面积
1、征 收 闽 清 县 塔 庄 镇 莲 宅 村 水 田

2.0675公顷、园地0.1162公顷、林地1.092公
顷、其他农用地0.5233公顷、城镇村及工矿
用地 0.4275 公顷、水利设施用地 0.0693 公
顷、未利用土地0.7911公顷，计5.0869公顷；

2、征 收 闽 清 县 塔 庄 镇 坪 街 村 水 田
0.9796 公顷、园地 0.1211 公顷、林地 0.9919
公顷、其他农用地0.4137公顷、城镇村及工
矿用地0.4537公顷、水利设施用地0.0422公
顷、未利用土地1.2248公顷，计4.227公顷；

3、征 收 闽 清 县 塔 庄 镇 下 庄 村 水 田
3.5854公顷、园地0.0115公顷、其他农用地
0.725公顷、城镇村及工矿用地0.1165公顷、
水利设施用地0.0952公顷、其他土地0.071
公顷、未利用土地 0.1484 公顷，计 4.753 公
顷；

4、使用塔庄镇国有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0.1956公顷、交通运输用地0.2313公顷、水

利设施用地0.0341公顷、其他土地0.0856公
顷，计0.5466公顷。

以上共计征收（使用）土地 14.6135 公
顷。

二、土地补偿标准及费用
我县征收土地实行区片综合地价，区

片综合地价包括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
费，不包括地上附着物、青苗补偿费。其中
梅城镇（城关村、大路村）的征地区片综合
地价：所有地类统一为每公顷 53.625 万元
（折合每亩3.575万元），其他乡镇的征地区
片综合地价为：耕地每公顷53.625万元（折
合每亩3.575万元，系数1.0），园地和经济林
地每公顷32.175万元（折合每亩2.145万元，
系数0.6），其他农用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
每公顷 12.87 万元（每亩 0.858 万元，系数
0.24）。

耕地上的青苗补偿费每公顷1.95万元
(折合每亩0.13万元）。

塔庄镇莲宅村土地部分补偿费用总计
壹 佰 伍 拾 陆 万 壹 仟 叁 佰 叁 拾 陆 元 整
（1561336元）。

塔庄镇坪街村土地部分补偿费用总计
玖拾捌万伍仟柒佰叁拾贰元整（985732
元）。

塔庄镇下庄村土地部分补偿费用总计
贰佰壹拾肆万伍仟零柒拾柒元整（2145077
元）。

塔庄镇国有土地部分补偿费用总计柒

万零叁佰肆拾捌元整（70348元）。
三、地上附着物、构筑物、建筑物按实

清点，根据闽清县现行标准予以补偿。
四、根据《福建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转

发<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切
实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有关问题
>的通知》（闽劳社文[2007]689号）、《闽清县
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闽清县被征地农民养老
保障暂行规定的通知》（梅政综[2010]80号）
和《闽清县人民政府关于做好被征地农民
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的补充通知》（梅
政综[2011]149号）文件规定，耕地每亩预留
3万元，用于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障。

五、被征收土地四至范围内的土地所
有权人和土地使用权人对本方案内容如有
不同意见，应当在本公告之日起十个工作
日以被征地的村委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或村民小组为单位以书面形式向闽清县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提出。

六、本方案在征求意见后，报闽清县人
民政府批准组织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的规定，
对批准后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争议的
不影响组织实施。

特此公告。

闽清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9月29日

闽清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
（“镇镇有干线”（ZX1504）闽清省璜镇至塔庄镇公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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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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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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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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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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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2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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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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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61

1.6654

未利
用地

0.7911

1.2248

0.2194

0.0856

2.3209

附表：“镇镇有干线”（ZX1504）闽清省璜镇至塔庄镇公路工程征收（使用）土地方案情况表

七 律
光阴荏苒又重阳，结伴登高尝景忙。
坡任牛羊盈野逐，云连松柏满山翔。
自然酷爱心神畅，生态钟情旦暮忘。
墨客骚人多浪漫，老来犹发少年狂。

七 绝
秋风送爽艳阳天，重九登高有老年。
桂菊飘香姿妩媚，苍松翠柏竞争妍。

鹧鸪天·
重阳节念“五老”

○ 林洪谋

夏去秋来篱菊黄，时光荏苒又重阳。
情牵祖国前途好，心系家乡后代强。
为贡献，做宣扬。发挥余热讲千堂。
践行老有所为旨，佳节相逢祝吉祥。

2019年国庆大阅兵
○ 林洪谋

方块队形雄赳赳，万名将士气昂昂。
钢枪导弹成嘉景，铁甲战机惊广场。
撼动友邦生敬仰，震喧民众起揄扬。
国防今日昔非比，祝愿明天更悍强。

重阳节感怀
○ 黄胤

秋阳开始温柔
朝凉和露水在草尖萦绕
满月是蝉的离歌
丹桂改了绿色
那绯红的粒儿
馨香将把路人的心扉吹彻

思念与离愁
都在秋燥里缓缓燃烧
蜻蜓飞过
羽翼凋零在季节的塘口
燕子飞过
身影淡漠在时光的檐头

蜘蛛留一个网
任风尘吹皱
阔叶树解下叶子的甲
给大地铺上蝶被
储存未来提取的新芽

慢慢的
菊花要开了
收藏了太久阳光的颜色
秋霜会来的
那化在掌心的白芒
会否点燃黑枝上的杮灯

走过季节的路口
那长长的身影
延伸到星光的尽头
岁月雕刻的额头
斑白鬓角
将会被谁温柔

秋 歌
○ 远 野

 































































仲秋时节的西北，风和日丽，已经拂去了南国尚存的

夏季的炎热和难耐，迎来了秋天的凉爽和舒适。在这宜人
的季节，我和黎义晖（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振南（县老
促会副会长）一行三人，于2019年9月1日至5日，从祖国
东南海滨前往西北三晋大地，查找闽清籍革命先烈刘俊毅
的有关史料。

刘俊毅（1914-1948），参加长征的老红军，老八路军，
革命烈士，闽清六都佛堂前（今坂东镇坂中村）人。1934
年参加红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三军团报
务主任、三十分队队长，八路军一二九师通讯营长及通讯
副科长、太岳军区通讯科长兼电台队长，解放军太岳军区
司令部参谋处长、卫生部政委等职，功勋卓著，不幸积劳成
疾于1948年7月5日病逝，安葬于山西阳城县烈士陵园。
此前因种种原因，我县有关刘俊毅烈士史料甚少。为更好
地挖掘红色资源，弘扬革命精神，县委及有关部门积极支
持我们前往刘俊毅烈士主要浴血奋战地和安息地--山
西，深入查找他的有关史料。

9月1日，我们直抵太原。次日上午，山西省委党史研
究室王处长与我们探讨后即带我们到资料室。在那里，我
们查阅了《太岳革命根据地纪事》、《太岳革命根据地史》等
史籍资料，看到一份《太岳革命根据地团处级以上烈士名
表》，刘俊毅烈士也在其中，并有籍贯、职务及入伍、入党、
生卒时间等具体信息。

2日下午，我们到山西省档案馆查找，发现3条有关刘
俊毅烈士的重要讯息：

①该馆保藏的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7月11日《新华
日报（太岳版）》第一版刊载一条有关刘俊毅的题为“纪念

‘七七’追悼烈士”新闻：“……7日下午三时，太岳区各界和
阳城县各村代表六千多人，在烈士陵园召开盛大的纪念
会。并沉痛追悼在临汾战役中亲至前线侦察牺牲的二十
四旅旅长王墉将军、十旅副旅长楚达明将军、军区卫生部
彭之久部长、刘俊毅政委和解放战争以来光荣牺牲的……
诸位先烈”。②该馆档案目录显示：民国三十七年（1948
年）7月5日（即刘俊毅逝世当天）太岳区党委、太岳行署、
太岳军区《关于各机关到烈士陵园集中开会与决定为刘俊
毅立碑作（做）花圈的通知》。③该馆档案目录显示：该档
案馆保藏有《山西省革命烈士档案》，我们特别希望刘俊毅
烈士个人档案资料能在其中。但②③两份档案资料因目
前正外包给馆外公司进行数字化处理，暂无法看到。

阳城是刘俊毅烈士安息地，也是我们这次出访的最重
要的目的地。9月3日，我们从太原乘车经晋城直抵晋南
边陲重镇阳城县。4日上午，走访了阳城县委党史研究室
卢主任后，由太岳烈士陵园管理所刘所长带我们去瞻仰陵
园。

太岳烈士陵园位于阳城县城中心，是省级烈士纪念建
筑物保护单位和省委、省政府命名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和“爱国主度教育基地”，始建于1946年，占地面积16675

平方米。坐北朝南，松青柏翠，庄严肃穆。
走进太岳烈士陵园南大门，迎面是陵园小广场。广场中央屹立着一座高6米

的“军民庆胜利”塑像，高大挺拔的4棵雪松守护在塑像四周，几何形图案草坪碧草
如茵，碧伞龙槐和美丽的樱花、玉兰、月季、腊梅等草木花卉点缀其间。

从陵园广场往北拾级而上，建有一座琉璃翠瓦、古色古香、被汉白玉栏杆环绕
的烈士纪念亭。亭内是烈士纪念碑，碑上镌刻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牺牲在
太岳地区的1400多位烈士英名，刘俊毅烈士英名也在其中。烈士纪念亭左右两侧
各有一个休憩长廊，长廊后壁橱窗内展示着太岳军民在革命战争年代浴血奋战的
图片文字。

从烈士纪念亭中轴线继续往北拾级而上有一英烈门，进入英烈门便到了陵园
的核心区--烈士墓碑瞻仰区。瞻仰区内矗立着一座雄伟的烈士纪念塔。塔下东
西两侧，呈一字形排列着烈士墓和碑，依次安葬着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牺牲
于太岳地区的部分烈士遗骨，十几行数百棵参天翠柏象一个个忠诚卫士日夜守护
在烈士英灵旁。瞻仰区地面由大理石铺砌而成，正中有一条二三米宽的小路把瞻
仰区分成左右两部分。在小路左右两边最显眼处即第一位置，分别竖立着解放军
二十四旅旅长王墉将军墓碑和太岳军区卫生部政委刘俊毅烈士墓碑，其余烈士墓
碑则分列其后。每座烈士墓碑，均高1.8米，宽70厘米，由黑色大理石打磨而成。
刘俊毅烈士墓碑正面镌刻：“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军区太岳军区卫生部政治
委员刘俊毅同志之墓”，署名“太岳区党委、太岳行署、太岳军区”；碑后镌刻“刘俊
毅同志革命史略”，共746字，落款时间为“西历一九四八年七月七日”。

1934年1月，刘俊毅烈士离开家乡参加红军后就再也没有回过老家，距今已有
86个春秋；1948年7月，刘俊毅烈士病逝后安葬于山西阳城，也已历经72个寒暑。
走进太岳烈士陵园，站在刘俊毅烈士墓碑前，我们无不心潮澎湃。闽清自古就有
八月中秋扫墓之俗。在已亥中秋来临之际，我们为刘俊毅烈士敬献了花篮，并在
他的墓碑前深深三鞠躬，以表达千里之外的家乡人民对他的深切怀念和景仰之
情。

9月5日上午，我们又走访了晋城市党史和档案部门。晋城市委党史研究室李
主任对我们说：刘俊毅烈士是新中国建立之前病逝的师旅级部队干部，其个人档
案资料有可能尚保留在山西省军区档案室。我们对此也充满着期待。5日下午，
我们经郑州回闽清。

此次三晋之行，虽然尚未找到刘俊毅烈士的个人档案资料甚感遗憾，但收获
值得肯定。我们不仅对刘俊毅烈士革命生涯有了新的认识和了解，而且心灵还受
到一次新的洗礼。大家都更深切地感受到，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无
数革命先烈用他们的青春、热血和生命换来的，一定要倍加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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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近日在《福建老年报》（2019年8月8日，
15版）看到一篇《书香情怀世代传》的文章。说有
一位林老师（女），福州人，高中毕业后到闽北山区
插队当知青。她有阅读习惯，知识的积累帮她考
上了大学，以后当了中学教师。2016年，他们家还
获评第二届全国“书香之家”，成了拥有良好读书
好家风的榜样。他丈夫曹同志则爱好书法和摄
影，同时也爱好读书。他们家书多，摆满书架，深
受子孙青睐。

书香致远，这样的家风滋养着他们的后代。
他的子孙在夫妻俩的潜移默化影响下，也都爱好
阅读。大儿子、大儿媳都成了教师，孙子、孙女也
爱读书。他们欣慰地表示，“家有藏书万卷，胜过
黄金万两”。

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任启蒙老师，父母的言传
身教，率先垂范，风清气正，影响子女成长是不可
估量的。

有位母亲跟我吐槽，说他儿子真没出息，小时
不爱读书，文化低，长大后不好好继承餐馆家业，
成了赌徒。这位母亲文盲，但还算聪明伶俐，从小
就做提篮小卖生意。结婚生子后，因忙于生意，把
幼子交给婆婆看护。老婆子是个市井俗民，爱好

“打麻将”，常邀一帮同好者来家赌博。老婆子为
了看护幼孙与打麻将两不误，只好让孙子坐在自
己的大腿上，边打边哄。光阴荏苒，耳濡目染，孙
子早把麻将的一套玩法熟记在心。不时三缺一，
老婆婆也叫他顶替打打。

光阴流转，日月如梭。随着年龄增长，孙儿对
打麻将成了兴趣爱好，对其技巧日精月进。成年
后便成了赌场高手，以赌为业——赌徒。

再说，我亲身陪伴少年外孙阅读，在他自身努
力下，成为博士研究生的经历。我夫妻俩都是中
学教师。我女儿婚后，跟我们住在学校宿舍里。
1989年外孙出世，由于女婿在外地工作，我们家的
经济和住房条件所限，无法雇用保姆，外孙只好由
我夫妻和女儿三人，利用工暇时间（偶尔也叫我80
多岁老母帮助）共同照顾。我当时因生病暂时在
校图书馆上班，工作相对轻闲，便负起看护外孙的
主要责任。我经常带幼小的外孙到图书馆，将馆
里的画报、小儿读物等给他胡乱翻看。久而久之，
他对翻看这类书籍产生了兴趣，常常主动要求看
此类书画。为了满足他的需求，我在家里订阅了
好几种婴幼儿读物，有空就陪他一起阅读，将文字
讲解他听。

外孙上幼儿园后，除了继续陪他看些幼儿书

刊外，我经常给他讲些既能启发智力又有趣味的
童话、寓言等故事，这都激发了他的阅读兴趣和求
知欲望……

外孙读中小学时，我除了买些书籍给他阅读
外，我还常带他参观省市科技馆、博物馆或逛书
店、或游览名胜古迹，让他多了解社会，丰富阅历，
增长知识。

我们家里也颇有些读书风气和文化环境。比
如家里书架上有许多书籍，我们每日在家备课、找
资料、看教参，天天与书本打交道；，还订有报刊杂
志，小儿读物等，外孙有诸多阅读书刊；我平时也
喜欢读书看报，这对外孙也有示范作用；外孙又是
与我们一起生活在花木葱笼、书声朗朗、有着浓厚
读书气氛的校园里。这些生活环境，潜移默化地
影响着外孙幼小心灵，让他爱上了阅读。

外孙高中毕业后，顺利考入厦门大学，毕业后
到美国读硕士、博士研究生。现在研发产品部门
工作。

俗语说，“近墨者黑，近朱者赤”。这都说明了
客观环境对人有很大影响。什么样的环境就会培
养出什么样的人来。

我国教改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中。据说语文为
王时代就要来临了。阅读是一切学科最重要的基
础，对于阅读少、不读书、语言基本功不扎实的孩
子是个审判。没有大量的阅读就会被时代抛弃。
所以孩子从小就要坚持大量阅读，这不仅能让家
长省下万金，更能给孩子灿烂的人生。

多阅读中外名著经典，可以开阔视野、增长知
识、陶冶情操、提高涵养、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多
阅读还会提高写作水平。古人说“读书破万卷，下
笔如有神”。还说“胸藏万汇凭吞吐，腹有诗书语
自华”。

现代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子女成龙成凤，这是
可以理解的。古人说过：“学而优则仕”，即是现代
人说的“知识可以改变命运”。要达到这一目的，
主要要靠孩子的天赋和努力以及学校的栽培。我
想，家长所能做到的，可以在家营造一个良好的文
化环境和阅读气氛。家长本人应该多买书、多借
书、多读书、多藏书，多订些报刊杂志，为孩子树立
个勤奋读书的榜样，也为孩子建立个幽静舒适的
学习场所；同时劝导孩子，“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
悲”，“千金难买寸光阴”，要珍惜时间，少看手机，
少玩网戏，要传承书香门第勤奋阅读的优良传统，
做个品学兼优的青少年，为自己奋斗出光辉灿烂
的锦绣前程。

书香传承世代秀
○ 林垂枢

很少回家的我，近日因爸爸身体不佳而多了
回来的次数。昨天，虽然爸爸一直在电话里告诉
我，没事，不用回来，可我还是连夜打车回到了家
里。爸爸已经上床睡了，我叫门时，分明听到了他
激动而欣喜的声音：阿美回来啦！怎么这么迟了
还回来？八点半，班车没有了，我只说正好碰上朋
友的便车搭回来的。

进到房间里，爸爸已经起来靠在床背上，我第
一次这样仔细地看到爸爸：苍白的头发，连胡子也
花白了，脸上满是深深的皱纹。这就是我年已七
旬的父亲,如小孩般总希翼着我和哥哥能三五天
的就在他面前晃一晃。父亲告诉我村里要办医
保，要我到闽清医院里把妈妈的原病历复印回来，
开一张疾病证明。

一大早又要离开乡下的家，到医院时已经快
上午十点了，正是医院最挤的时间段，管病历的是
我老同学的姐姐，报了号码，很快就找到了。我拿
着那本黄色牛皮纸封面的老病历，古老的牛皮纸
上赫然的写着我妈妈的名字，年龄37岁，比现在
的我还小一点，地址是留着某某公社某某大队。
久远得让我怀疑它的真实。

第一页，81年2月23日是第一次看病，接下来
写的是：患者感不适已一年多……后面是病情的
详细描述，我的双眼湿润，变得好模糊，连忙地将
眼睛移开。今日才确切地知道妈妈在 80 年的时
候就病了，连带着我的快乐的童年也噶然而止。
那一年我才上一年级，许多艰辛的往事让我心底
的泪水汹涌。

第二页，第三页，第四页……病历上详尽的描
述，在我的眼前一晃而过时，我分明的看到了二十
八年前，父亲那总在弯腰忙碌的背影，就从那时
起，我对母爱的感受就没有了。什么事都是自己
做，因为还要照顾病着的母亲，我的童年就与快乐
无关，什么样的体会都有，唯独少有欢乐。

妈妈的病历，薄薄的几张纸，拿在我的手中，
却异常的沉重。仿佛听到一个小女孩的呼喊，真
想追回去，重回到80年前，妈妈健康时的日子，让
我童年的快乐能完整地延续……接下来最让我记
忆深刻的，爸爸总见不到身影，每天天未亮他就出
工，直到深夜才回来，他的身体就是那时累垮的。

复印时我多留了一份，加封面共五张。办好
了证明，将它装在信封里托熟人带回去。妈妈的
病历，一个日子一个日子的记载着我小时候艰辛
的岁月，一直的想要忘掉它们，可心底那处被圈住
的回忆，总会隐隐的疼痛。往事本不堪再回首，可
今日妈妈的病历又将我带回到从前。它在提醒
我：要珍惜现在，要照顾好父母。

妈妈的病历
○ 若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