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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确定国家秘密的密级，
应当遵守定密权限。

中央国家机关、省级机关及其授
权的机关、单位可以确定绝密级、机
密级和秘密级国家秘密；设区的市、
自治州一级的机关及其授权的机关、
单位可以确定机密级和秘密级国家
秘密。具体的定密权限、授权范围由
国家保密行政管理部门规定。

机关、单位执行上级确定的国家
秘密事项，需要定密的，根据所执行
的国家秘密事项的密级确定。下级
机关、单位认为本机关、本单位产生
的有关定密事项属于上级机关、单位
的定密权限，应当先行采取保密措
施，并立即报请上级机关、单位确定；
没有上级机关、单位的，应当立即提
请有相应定密权限的业务主管部门
或者保密行政管理部门确定。

公安、国家安全机关在其工作范
围内按照规定的权限确定国家秘密
的密级。

第十四条 机关、单位对所产生的

国家秘密事项，应当按照国家秘密及
其密级的具体范围的规定确定密级，
同时确定保密期限和知悉范围。

第十五条 国家秘密的保密期限，
应当根据事项的性质和特点，按照维
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需要，限定在必
要的期限内；不能确定期限的，应当
确定解密的条件。

国家秘密的保密期限，除另有规
定外，绝密级不超过三十年，机密级
不超过二十年，秘密级不超过十年。

机关、单位应当根据工作需要，
确定具体的保密期限、解密时间或者
解密条件。

机关、单位对在决定和处理有关
事项工作过程中确定需要保密的事
项，根据工作需要决定公开的，正式
公布时即视为解密。

第十六条 国家秘密的知悉范围，

应当根据工作需要限定在最小范围。
国家秘密的知悉范围能够限定

到具体人员的，限定到具体人员；不
能限定到具体人员的，限定到机关、
单位，由机关、单位限定到具体人员。

国家秘密的知悉范围以外的人
员，因工作需要知悉国家秘密的，应
当经过机关、单位负责人批准。

第十七条 机关、单位对承载国家
秘密的纸介质、光介质、电磁介质等
载体（以下简称国家秘密载体）以及
属于国家秘密的设备、产品，应当做
出国家秘密标志。

不属于国家秘密的，不应当做出
国家秘密标志。

第十八条 国家秘密的密级、保密
期限和知悉范围，应当根据情况变化
及时变更。国家秘密的密级、保密期
限和知悉范围的变更，由原定密机

关、单位决定，也可以由其上级机关
决定。

国家秘密的密级、保密期限和知
悉范围变更的，应当及时书面通知知
悉范围内的机关、单位或者人员。

第十九条 国家秘密的保密期限
已满的，自行解密。

机关、单位应当定期审核所确定
的国家秘密。对在保密期限内因保
密事项范围调整不再作为国家秘密
事项，或者公开后不会损害国家安全
和利益，不需要继续保密的，应当及
时解密；对需要延长保密期限的，应
当在原保密期限届满前重新确定保
密期限。提前解密或者延长保密期
限的，由原定密机关、单位决定，也可
以由其上级机关决定。

第二十条 机关、单位对是否属于
国家秘密或者属于何种密级不明确
或者有争议的，由国家保密行政管理
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保密行
政管理部门确定。 （未完待续）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

闽清县“治违办”公布今
年第二十二批共10处限期拆
除的违法建筑名单（详见下
表），面积 65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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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整治公布
10月份拆除名单
（第22批）

闽清县“两违”综合治理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公布2019年第二十二批10处违法建筑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违法主体

姚XX

张XX

姚XX

姚XX

张XX

李XX

邓XX

邓XX

谢XX

张XX

违建地址

白中镇继新村

白中镇继新村

白中镇继新村

白中镇继新村

白中镇继善村

云龙乡官庄村

云龙乡官庄村

云龙乡官庄村

云龙乡官庄村

白中镇继善村

建筑面积（㎡）

360.00

580.00

270.00

330.00

1050.00

650.00

850.00

1000.00

900.00

520.00

前些日子我们应邀
参加以青山绿水为媒的
桔林乡特色骑行活动，
去体验了一回清新绿色
的桔林。

前些年因为工作的
原因，我常到那条124县
道上，每次到那条路上，
给我的感觉就是：休闲骑
行的好去处。有村庄，车
却不多，有坡路，坡却不
陡，有平路，路却弯弯。
一路上青山绿水，湖光山
色，田园稻田。洁净的水
泥路面，清新宜人的空
气，公路时而穿梭在绿树
丛中，时而绕过几处水
田，时而在充满年代感的
古老路树下穿过，时而传

来潺潺流水，啁啾鸟啼，头上纯纯的蓝天，悠悠
的流云，飘飘的落叶……

走在那条路上有种说不出的放松和愉悦，
在那里有着那种乡村的宁静祥和，有着说不出
的自然亲切……那天，我在路上骑着骑着，冷
不丁从宁静的路旁闯出一只松鼠，它跳到路中
间停住，立起身子回眸瞥了我一眼，翘着蓬松
的尾巴一抖一抖的，随即跳到路对面的树上，
到了那个树杈上又停住回眸望了我一眼，转瞬
就消失在了绿叶丛中，那种机灵的眼神，敏捷
的身影，精灵般的出现，精灵般的消失……深
深的触动着我。

在路上能听到很多的鸟啼声，深深的鸣啼
衬托着那幽深的山谷，时不时还能遇到一种灰
色的，长着红色的喙的，有着长长尾羽的鸟儿

“啁啁”的鸣啼着，在路旁或跳着，或飞着，它的
身影是那么的优雅，是那么的美丽。

一路上花草芳香扑鼻而来，蝴蝶就那么的

在路边悠悠的不紧不慢的不徐不疾的飞飞停
停，象随风飘落的斑斓秋叶，斑斑驳驳，色彩缤
纷的……我们在那树荫下坐坐，它就那么绕着
你飞舞，飞着飞着就那么随意的停在了你的肩
上，你的头上，你的臂上……就象久别的老友，
又如调皮的孩童，象是在梦里一般……梦吗？
却又那么真真切切的就在你的眼前，就那么的
停在了你的臂膀上，令你就那么安祥地一动不
动地坐着，生怕惊扰了那如幻般的梦境！

路旁有竹林，有参天的大树，在绿树浓荫
下骑行，犹如穿过一道道的绿色隧道，知了就
那么的在树上“深深的叫着夏天”……

那天，我们去了后洋茶界名人张天福的故
里，我们还到了那伴岭村，在村头在巷尾与村
民搭搭话，聊聊天，听听红军的故事，寻寻先人
的足迹，那条古田溪在村脚下汩汩的流淌。那
晚，我们住进了大明谷，睡在了那温泉里。

那山，那水，那湖，那清新的空气，那浓浓
的绿荫，那祥和的宁静……无不感动着我！

我想，我们生活在城市，每天你总是行色
匆匆的穿行在钢筋水泥的森林里，每天，你总
要迎着朝阳算着点打卡，踩着夕阳拖着疲惫回
家，满耳朵机器的轰鸣，汽车的吵杂……渴望
着那份心灵的宁静。而这里，没有机器的轰
鸣，没有烦人鸣笛，没有成片的工厂，没有呛人
的尾气，没有林立的高楼大厦，开门便是青青
的山，静静的湖，放眼望去满眼是绿，随意漫步
其间，沁人心脾的都是绿野芳香。那些在城里
呆久了的人，若能到桔林来，定能荡涤你焦躁
的情绪，放飞你亲近自然的心情。

在那里，你可以“智者乐水”，你也可以“仁
者乐山”，清新桔林，它就在绿树丛中，它就在
大山怀里，它依着高山傍着湖水……

在那里，或许可以租处民宿，搬张揺摇椅
躺在门前，或院子里，或闭目打打盹，或举目看
看散漫的乡人在乡间悠然自得的漫步，或望望
辛勤的村民在田间劳作、或赶着羊群披着夕阳

暮归……
可以到大明谷，带一壶清茶，提一壶老酒，

慵散的躺进那一汪清澈的温泉里，眯着眼什么
都不想，喝一口茶，抿一口酒，看竹影婆娑，树
影摇曳，让天色不知不觉地暗去，月儿悄悄的
挂上树梢，就那么静静的让时光随着温泉流淌
……

或清晨，你迎着晨风顺着湖边小道走去，
湖面映着蓝天朝霞，映着青山，映着炊烟，偶有
水鸟掠过水面，划出一道水痕……夜晚，或悠
哉悠哉漫步湖边，欣赏月色如银，湖光如镜，蛙
鸣如歌，虫咽如诉，更有凉风拂面，让岁月不
老，让时光倒流；或者，你可以燃起一堆篝火，
大家围着火跳起舞，唱起歌，喝起酒，且把歌酒
猖狂，把一生的疲惫，把市井的烦忧，把一世的
牵挂，通通扔进篝火，让他随风而
散，灰飞烟灭……

如果想虐点，可以约上几个
人，骑着自行车经桔林村顺着犹
如从云端缭绕飘下的公路骑上尚
德古村，去感受那蜿蜒而上，十八
弯三十六拐的十几公里长坡的山
路带给你的挑战，感慨生命不息，
运动不止。去感受那沿途时而穿
过密密的竹林，时而穿过浓浓的
树荫带给你的清新凉爽的夏日里
的山风，去悠悠的倘佯那祥和宁
静的尚德村，感受那纯纯的民
风。记得前年春天曾骑行来到尚
德，沿途春笋破土，山花烂漫，鸟
语花香，最是难忘那一片橙子花
开，那浓郁的花香醉了翩翩的蝴
蝶，嗡嗡的蜜蜂，也醉了我们骑行
路过的人……如果秋天再来，那
一片的橙子林又该是怎样的景色
啊！

或者可以背上行囊徒步经关

山村到达须弥宫，登顶闽清的第一高峰——须
弥山。去感受那登顶远眺，心旷神怡，群山在
脚下连绵，闽江在远处依稀蜿蜒，星星点点的
村落，如丝如线的公路，给人登高我为峰的感
觉，却又令你充分感到了人在那群山之间是如
此的渺小。或者可以流连在须弥山上的那片
青一色的灌木林中，林中虽然没有参天的大
树，却也虬枝盘结，无处不在的那份原始和古
老的气息，定能深深的吸引着你。林间时不时
能遇兰草，陈年的落叶上布满着青青的苔藓，
幽深宁静，偶有阳光从树叶间漏下，有鸟儿的
啼鸣从幽深处传来……

我想，如遇假期，若约上三五好友，我最想
选择的一定是清新绿色的桔林，因为，那山，那
水，那湖，那宁静的村庄深深的吸引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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桔

林

印

象
○

左
白

陈祥道陵
村前流过母亲河，博士陵台咏踏莎。
苔绿公裳翁仲老，风吟石马辔头豁。
廿秋寒暑成仪礼，百代经书沸铂埚。
理喻高堂恭俭让，绯衣宣赐义郎瘥。

陈刚中
村前流过母亲河，安远谁知逆厄多。
启饯胡铨同远谪，意违秦桧自多磨。
平戡草寇穷心力，遭遇瘟神朽柩柯。
炙輠北窗吟柳色，风篁茶问故人窠。

读史温传略
村前流过母亲河，文献知梅百字多。
生在几时嗟逝水，去归何处叹曾阿。
表封衡巷无碑传，招垦游民少锦罗。
劝化乡间持简约，琴书双绝咏长歌。

黄唐读书处
村前流过母亲河，四野禾麻七叠柯。
丹井村砧霞刹鼓，樵亭翎羽穑人歌。
岩梳凤髻纤寒竹，壑涌汤泉沃暖阿。
积善书声融素雪，萤窗试举应连科。

释褐状元
村前流过母亲河，饮酒簪花释菜鼍。
舍内双优推甲第，郎中独特课明科。
经刊正义曾先创，班列忠臣未佞阿。
县治东隅坊下祭，三山香火一江波。

爱我闽清歌颂祖国
○ 林洪谋

华夏历来争崛起，闽清自古亦当仁。
敢冲风浪海鸥鸟，勇立潮头梅邑人。
物足风清情暖暖，山青水秀客频频。
有缘生活新时代，幸福年年岁岁春。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颂

○ 苏诗章

七十年来斗志昂，天翻地覆绩辉煌。
卫星航母环球震，核弹飞船天下扬。
经济腾飞黎庶富，科研先进国家强。
中华崛起千秋颂，禹甸复兴添锦章。

村前流过母亲河
○ 黄维江

一
印度电影《传奇的诞生》，讲述的

是“球王”贝利如何从一个贫民窟的
擦鞋童一路逆袭，最终登顶世界之巅
的励志传奇故事。

贝利1940年10月23日出生在巴
西的一个贫寒家庭。他的父亲是一
名足球运动员，但在运动生涯没有功
成名就，收入低廉。

更糟糕的是，一次，他的父亲膝
盖受了重伤不能再继续踢球，只好怀
着遗憾的心情，恋恋不舍地离开那绿
茵茵的足球场，在一所医院当了一名
清洁工，以赚取微博的工资来维持一
家人的生活。

贝利小时候不爱读书，喜欢运
动，野性十足。可他也是个懂事的孩
子，经常在街上给人擦皮鞋，打扫厕
所挣钱贴补家用。

难能可贵的是他有一个好父亲，
不仅是足球健将，对自己的子女还教
育有方，和蔼可亲，不粗暴，很有远
见。他认为，孩子野性强固然不好，
但是，如果引导得好，野性也许可能
成为创造奇迹的基础。

他虽然远离足球场，可对足球的
热爱之火从没有熄灭，而是冥冥之中
把希望寄托在儿子的身上，经常陪贝
利跑步练球。

因为贫穷，父亲没有钱买足球，
但为了支持与鼓励贝利。一有空他
就带着儿子来到屋外的芒果树下，因
陋就简，因地制宜，把芒果当足球，把
草地当球场，把自己当射门。

开始，性格泼辣开朗的母亲，不
愿意看到贝利步父亲后尘，一家子过
着穷困潦倒的生活，极力反对贝利学
踢球。但她很快就发现自己无法阻
止儿子天性中的某种渴望:从小就显
现出与众不同的非凡的足球天赋。

一次偶然之间，母亲发现贝利和
父亲在芒果树下以芒果代足球，踢得
有模有样，玩得津津有味。她瞬间被
父子俩这种热爱和坚持的气氛所感
动，便同意贝利继承父亲的意愿，逐
梦赛场。

父亲有时还用一只大号袜子，在
里面严严实实地塞满破布和旧报纸，
捏成圆鼓鼓的球形状，开口处用一根
细绳紧紧地扎住，做成一个个“足球”
送给儿子。破了补一下再用，烂了就
再做一个，从不间断。

他一有空就对儿子进行各种基
本功的训练。

他教贝利如何抛球、接球、盘球、
截球、挖球、踢罚球、踢任意球；教他
如何用背托、头顶、趾勾、脚踢、射门；
如何跑得快、跳得高、闪躲快；练完左
脚练右脚，练完局部练全身。一招一
式，身体力行，循序渐进，各个击破，
最后进行综合训练。

几年下来，不知踢烂了多少芒果
和布袋，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功夫不负有心人。父亲这种特
殊的独家授课和言传身教，使贝利很
快有着长足的进步。也为他日后在
世界比赛中大放异彩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贝利常常光着又黑又瘦的脊背，
赤着脚，同小伙伴们在家门前坑坑洼
洼的路面上，嬉笑欢闹地奔跑着，追
逐着，把一个个“足球”踢向假想敌中
的球门。

他的脚背上时常被瓦砾刮破，身
子被摔得皮开肉绽，血流如注，他却
满不在乎，乐此不疲。

为了筹钱买球，他同伙伴们一起
到第一流的俱乐部搞了几套足球卡
片，拿到街上兜售，又到市中心去捡
拾香烟头，取出烟丝再卷成一根根香
烟拿去卖。还收集些废铜烂铁、空瓶
字空罐头，卖给收废品。

有了真正的足球，他们欢喜得不
得了，更是玩得不亦乐乎。

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的球艺也
日渐见长。

九月七日是巴西的独立纪念日，
贝利所在的街道叫“九.七街”。10岁
的贝利和伙伴们兴致勃勃地组建

“九.七俱乐部”。但因为买不起球
鞋，仍然是打赤脚踢球，所以给自己
球队起了个绰号，叫"赤脚大队"。

贝利因为比其他孩子球踢得好，
自然而然被同伴们心服口服地推选
为队长。一支由一群疯小孩组成的

“赤脚大队”四处征战，所向披靡，在
那个周边地区很快就威名四震。

二
11岁时，巴西前国脚布里托发现

了贝利的天赋，将他带到了圣保罗州
的竞技队，一踢就是三年。

渐渐地，贝利有了点小名气。回
到家乡时，许多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常
常跟他打招呼，还给他敬烟。

有一天，当贝利在街上向人要烟
时被父亲撞见了。父亲的脸色顿时
变得很难看，眼里透露出一种忧伤和
恨铁不成钢的神情。贝利不由得低
下了头。

父亲直视着贝利的眼睛直截了
当地说：“我看见你抽烟了。”贝利不
敢回答父亲，一言不发。

父亲又问：“你抽烟多久了？”
贝利小声地嗫嚅着为自己辩解：

“我只吸过几次，几天前才……”
父亲立刻打断了他的话，大声呵

责道：“告诉我，味道好不好？我从没
抽过烟，不知道到底是啥滋味。”

“我也不知道，其实并不太好。”
贝利回答完把头偏向一边，一只手不
由自主地往脸上捂去，因为他看见父
亲猛地抬起了手，想必父亲是要甩他
耳光的。

但是，令贝利没有想到的是，父
亲并没有打他，而是把他紧紧地搂在
怀里。意味深长地说：“你踢球有点
天分，也许会成为一名高手，但如果
你喜欢上了抽烟喝酒，那就只好到此
为止了。因为那样，你将不能在 90
分钟内一直保持高度的精神集中和
一个比较高的水准，这事由你自己决
定吧。”

接着父亲打开他破旧的钱包，抽
出仅有的几张皱巴巴的纸币，对贝利
说：“你如果真想抽烟，还是自己买的
好，总跟人家要，那样太丢人了，你买
烟要多少钱？”

贝利感到很羞愧，不禁眼睛湿
润，抬起头来，看到父亲的脸上已是
泪流满面……后来，贝利再也没有抽
过烟，也没有沾染上其它恶习。

多年以后，贝利仍不能忘怀当年
父亲那温暖的怀抱，他回忆说：“父亲
那天温暖的一个拥抱，比给我多少个

耳光都更有力量。”
一次他受伤了，球艺也随之下

降。当他遭遇周围人的冷嘲热讽与
腿伤的双重打击，情绪低落，职业生
涯处于低谷时，母亲却亲切地对他
说 ：“(踢球)这是我们一起做的决定，
不管发生什么我和爸爸都永远爱你，
支持你。”

母亲的支持与鼓励，使贝利重新
振作精神，重燃斗志。在以后的日子
里他更加勤学苦练，从不懈殆。心里
暗暗下决心:我一定要踢出好成绩，
成为世界一流的球王，不让父母亲失
望。

三
贝利的身材不算出众，但却有着

了不起的天赋。出色的速度、超凡的
平衡能力和惊人的控球能力。他的
左右脚十分均衡，头球能力也很强，
射门力量大且办法多，懂得捕捉空
档。这些都是他的天生“武器”。

可他一路能斩关过将，取得辉煌
成就，最终逆袭，成为一代著名的球
王，应该说跟他父母亲的深刻教育与
一如既往的关注关怀是分不开的。

贝利刚出道时，一次，在一场比
赛中，他故意卖了个空子给对方，使
对方一伸脚就被他一个不起眼的绊
子给绊倒在地。他便趁机一路前进，
把球射入球门。

正当他暗自得意洋洋时，父亲却
悄无声息地从天而降，一下子冲到他
面前，把他按倒在地上狠狠地揍了一
顿。所有的人都被他父亲的举动弄
得莫名其妙。

打完了，他把小贝利拎起来喝问
道：“知道为什么打你吗？”贝利流着
泪摇了摇头。父亲教训他说：“踢球
靠的是技术取胜，而不是靠下流的

‘小动作 ’来投机取巧。不管在任何
时候、任何场合，你都要尊重你的对
手，并且，你自己也要做一个值得对
手尊重的人！”

父亲一番斩钉截铁的话语，一直
是指引贝利前进路上的明灯。

贝利16岁加入巴西桑托斯俱乐
部队，18岁被正式选入国家队，37岁
退役。在 20 年的足球生涯中，共攻
进1281个球，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先后 4 次代表国家队出战世界
杯足球赛，3次捧得世界杯冠军 。

1969 年 11 月 19 日，贝利在马拉
卡纳体育场打进了个人生涯的第
1000个球。后来桑托斯俱乐部将这
一天定为“贝利日”，纪念球王的成
就。

巴西总统宣布贝利为“国家珍
宝”。更令人惊叹的是，贝利还能阻
止战争！

1970年，贝利来到内战纷飞的尼
日利亚，在首都拉各斯踢了一场表演
赛，为此，政府军和反对派军队达成
协议，停火48小时，原因就是他们都
要看贝利踢球！

贝利是足球历史最佳的球员之
一，被评为 20 世纪最杰出的运动员
之首，被授予国际足联金质勋章，被
国际奥委会选举为“世纪运动员”，被
尊为“足球王”。

贝利从小不喜欢读书，成绩不
好。爱玩，爱运动，尤其是对足球一
往情深。

也许有的父母遇上像贝利这样
的顽皮孩子，会觉得自己的孩子很没
有出息，很没面子，很沮丧，会对孩子
揪住不放，整天不打即骂，或唉声叹
气，怨天尤人；

其实大材有大材的用处，小螺钉
有小螺钉的妙用，就像俗话说的“瓦
片也可以垫桌脚。”真的是这样，每一
个正常的孩子都有他的闪光点，只要
当父母的当长辈的不着急，慢慢发
掘，呵护，他总有一天会发光的!

再说世上并不是只有读书这条
独木桥，而是条条道路通罗马，行行
出状元!只要孩子健康成长，诚实善
良，不危害社会，就好！

贝利的父母亲，普普通通的一对
夫妇，却能尊重孩子的选择，不打压，
不埋怨，始终不放弃，陪伴关心孩子，
谆谆教导孩子健康成长，一心一意培
养孩子成才的朴实善良的思想理念，
值得我们每个做父母的学习；

贝利几十年如一日，吃苦耐劳，
刻苦锻炼，风雨兼程，孜孜不倦地为
追求梦想成真而坚定不移的奋斗精
神更是值得青少年们学习！































传 奇 的 诞 生
○ 黄碧琴

金色茶园金色茶园 王大铿王大铿 摄摄

唐诗熟读能生巧；荒野勤耕可获丰。

早起晨耕追国梦；迟眠夜读振家声。

抽灯苦读诗文妙；模黑勤耕稻菽丰。

布谷催耕呕血出；匡衡抢读盗光来。

瘦地精耕花果硕；拙人苦读赋诗多。

折枝·“耕读”
（四唱）

○ 黄 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