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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县委巡察工作统一部署，2018年5月7
日至2018年8月13日，县委巡察一组对县科协
开展了巡察。2018年10月15日，县委巡察一组
向县科协党组反馈了巡察意见，指出了6个方面
20项共34个问题，提出了3条整改意见，移交问
题线索1条。针对反馈的34个问题制定整改措
施34条，已全部完成；针对移交线索已对相关人
员进行谈话提醒。现将整改落实情况报告如
下：

一、强化组织保障，切实落实整改主体责
任。

科协党组高度重视巡察整改工作，将其作
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按照县委巡察组的要求，
紧紧围绕巡察反馈意见，列出问题清单，制定整
改方案，不折不扣地抓实抓好整改工作，切实落
实巡察整改主体责任。

（一）动员部署，提高思想认识。10月25日，
县委巡察组巡察情况反馈会召开后，10月28日，
党组立即召开会议讨论研究整改工作，要求将
整改工作作为近期重中之重工作，作为一项重
大政治任务抓实抓好，科协上下要统一思想认
识，直面问题，勇于担当，深刻剖析存在问题的
原因，认真总结教训，对症下药抓好整改，确保
思想到位、措施到位、行动到位。

（二）加强领导，落实主体责任。科协党组
成立了县委巡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
由党组书记、主席任组长，其他班子成员成员任
副组长，机关科室人员为成员，加强对整改工作
的领导、组织和协调，全面统筹推进整改工作。

（三）分解任务，明确整改清单。党组出台
了《关于县委巡察一组巡察情况反馈意见的整
改任务与分解方案》，明确整改任务“问题清
单”，逐项制定整改措施，明确责任领导、责任单
位和整改时限，确保整改工作一件一件落到实
处。

二、巡察反馈问题的整改情况
（一）党的领导弱化方面
1.关于“党组政治意识不够强”问题
整改情况：由于科协目前只有一个党组书

记，没有其他党组成员，建议上级予以充实加
强。同时重点做好以下事项：一是进一步强化
党组核心领导作用。在其他成员没有配齐之
前，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按照《中国共产党党组
工作条例（试行）》和上级有关要求，明确和规范
集体决策的事项范围、决策方式和决策程序，

“三重一大”等重要事项由集体讨论决定，严格
规范会议记录。二是增强民主决策意识。针对
巡察反馈的议事过于简单等问题，今后党组议
事决策坚持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
议决定，重大决策充分征求意见，班子成员增强
集体领导观念，增强参与意识，充分发表意见，
积极建言献策，在党组会议记录中如实记录每
位班子成员对每个议题发表的意见、态度以及
决议的形成过程。三是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党
建工作责任制，安排专人负责此项工作。定期
对党支部意识形态工作进行督查，及时了解掌
握基层支部党员的思想动态，强化对基层党员
的日常动态管理。把意识形态工作同业务工作
同部署、同检查、同落实、同考核。党组书记同
班子成员、班子成员同各科室之间层层签订意
识形态责任状，把意识形态工作贯穿于科协工
作的全部，切实加强与非党工作人员的联系，加
强思想引导、增强政治共识。

2.关于“执行政策部署不够坚决”问题

整改情况：一是加强主动服务意识，践行群
众路线，努力缩小服务质量与群众期望值的距
离。对结对帮扶的东桥镇湖洋村、共建社区东
桥镇东桥社区，计划开展形式多样的走访慰问
活动。用足访民簿，严格按照县委县政府要求
的访民（企）次数，每月定期深入基层、企业了解
民情民意，真正做到为群众、为企业排忧解难，
并认真记录好访民（企）簿，要求记录内容不能
过于简单，不能将日常检查也记录到访民（企）
簿中。同时指定专人负责收集意见及建议，并
按月建立民意办理台账，1—11月份收集各类意
见建议23条，均已办结。二是树立浓厚的政治
学习宣传氛围。坚决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和省市县的重大决策部署，坚决克服以文件
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的弊病。三是严格
执行干部日常一线考察制度。组织全体干部再
次学习《中共闽清县委组织部关于加强日常一
线干部考察工作的通知》，要求全体干部认真填
写《一线考察干部工作手册》，特别要对自身存
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剖析，要求自评完成情况、领
导点评部分等内容不能过于简单、流于形式。
同时指定专人及时将组织考核结果记录到考察
工作手册中，定期或不定期对干部职工的日常
一线干部考察工作手册填写情况进行抽查，截
至12月3日，已抽查15人次。针对个别人员手
册中无领导签字、无评星记录、无组织考核结果
已补齐。

（二）党的建设缺失方面
1.关于“党建工作重视不够”问题
整改情况：一是党建与业务“两手抓”。将

党建工作列入党组重要议事日程，年初制定了
党建工作计划，认真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支部
工作条例（试行）》，党组书记与党支部书记签订
了党建工作目标责任书。每半年听取1次支部
党建工作汇报，针对加强对支部党员新思想和
十九大精神的宣传教育。二是加强党务公开意
识，已经设置党务公开栏并按时更新党务公开
内容。三是扎实开展各种学习教育活动，坚决
纠正以往学习教育浮于形式的情况，做到形式
多样，有始有终。

2.关于“党内制度开展不规范”问题
整改情况：一是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

度。严格落实“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民主评
议党员、党员活动日等组织生活制度，每季度召
开一次支部党员大会，每月召开一次支委会，每
季度上一次党课，每月开展一次“党员活动日”
活动。加强督查落实，把党支部落实“三会一
课”等制度的情况，作为基层党建工作考核的重
要内容。二是规范组织生活会制度，切实提高
组织生活会质量。2018年，已严格按照程序召
开2次党支部组织生活会。三是严格落实民主
生活会制度，特别是对民主生活会规定的学习
内容要求进行再学习、再领会，确保不折不扣落
实到位。班子成员进一步严肃民主生活会程
序，增强党内组织生活严肃性。做到查找问题
不怕深，吸纳意见不怕刺，亮出问题不怕丑，班
子成员之间敢于互相批评、通过“团结-批评-团
结”，达到“红红脸、出出汗、排排毒”的目的，切
实发挥好民主生活会的作用。四是党日活动落
实到位。严格制定党日活动计划安排表，做到

党日活动方案、总结、台账、信息、图片等内业材
料的归档工作。

3.关于“党支部及党员日常管理不规范”的
问题

整改情况：一是2018年9月，顺利完成了科
协党支部的换届选举工作，成立新一届党支部
及支委会成员。二是破解科协党员日常管理及
发展不规范的难题。以“三会一课”、党日活动
等活动为契机，加强党员的思想教育；利用节假
日时间节点，组织慰问离退休老党员；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增强党员凝聚力，
今年9月，科协新招录一名公务员，拟发展为建
党积极分子，补充新鲜血液。三是纠正党员交
纳党费不规范现象。严格以党员花名册、党费
核定数、应交数、实交数为依据，加强党员交纳
党费的管理。四是据实开展党员微心愿活动。
针对将微心愿活动与社区共建补助经费从财政
经费列支问题，责成支部在支部大会上作自我
批评并引以为戒，要求全体党员自掏腰包完成
2017年微心愿活动，2018年起按要求完成微心
愿活动，体现活动的真正意义。

（三）全面从严治党不力方面
1.关于“责任意识不强”问题
整改情况：一是强化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

任。党组认真落实“五抓五看”要求，班子成员
落实“一岗双责”。党组专题研究部署党风廉政
建设责任制工作，加强对各科室、下属协（学）会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的检查考核，把全面
从严治党工作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落
实。二是强化管党治党力度。贯彻落实《从严
治党主体责任实施细则》，推进党员干部廉政谈
话提醒工作常态化。三是强化廉洁风险防控。
根据科协工作特点，针对不同的职务、不同的岗
位找准廉洁风险点，每位干部、每个单位填写

《廉政风险识别和防控表》，明确廉洁风险清单，
制定相应的廉洁风险防控措施。

2.关于“压力传导层层递减”问题
整改情况：扭转党组书记习惯“上传下达”，

普通干部满足于领导布置什么，就完成什么的
被动状态，根据科协工作特点，拓展科协党建工
作的创新力和原动力。履行谈话提醒制度，鞭
策鼓励提醒并重，认真落实责任清单、问题清
单，层层传导压力。

3、关于“宣传教育开展不够”问题
整改情况：加强学习教育。通过集中学习、

专题培训、参观学习、组织生活会、开展“重温入
党誓词”专题党日活动等方式，加强对党员的教
育管理，同时支部委员与普通党员开展谈心谈
话，及时了解党员干部的思想动态；有针对性地
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突出重要部门、关键岗位和
重要时间节点的党风廉政教育，时刻做到警钟
长鸣。

（四）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方面
1.关于“差旅费报销不规范”问题
整改情况：一是坚决纠正违规领取差旅费，

对于部分领导干部培训期间超额领取伙食费和
住宿费的情况予以清退，已清退428元。二是规
范手续，严格审批。严格规范差旅费报销审批
手续，机关人员出差或下乡经分管领导复核、财
务审核、主要领导审批方可报销，对于无车票者

严格按照差旅费包干相关规定予以审核报销，
对于公出人员乘坐公务车公出的要与派车系统
相符，自行乘车公出的事先报分管领导审批，强
化审批领导及经办人责任，避免差旅费报销不
规范问题发生。

2.关于“公车使用管理及报销不规范”问题
整改情况：一是建立健全制度，严格加强车

辆使用管理。重新修订《闽清县科学技术协会
公务车辆管理暂行规定》，机关公务车辆由办公
室统一管理，规范出车审批、登记制度，车辆使
用人提前通过福建省公务用车信息综合管理平
台填写派车申请，经审批人批准后，由派车人负
责车辆派遣和登记。严格执行公车定点停放、
定点加油、定点维修、定点投保等相关规定，切
实加强公车使用管理。二是严格加强过路费用
和燃油费用报销审核把关。加强车辆燃油费报
销审核，2018年以来实行一车一卡加油制度，并
定期公布车辆燃油使用情况；加强洗车费报销
审核，洗车费报销需附洗车清单，经分管领导审
核并报主要领导审批方可报销；加强车辆维修
费用报销审核，严格执行闽清县机关、企事业单
位和社会团体公务车辆定点维修工作的通知，
所有公务车辆实行定点维修，送修单、结算单、
发票为报销必须凭证，对于巡察发现的问题，不
符合用车规定或未能说明正当理由的，应进行
清退，目前共清退款项1505元。

3. 关于“三公经费报销不规范”问题
整改情况：对巡察所反馈的工作餐报销手

续不全、接待审批制度不到位等问题进行倒查；
同时要求今后严格贯彻落实《党政机关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条例》，严格执行县委办印发的《闽
清县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实施细则》及
县机关事务管理中心《关于转发〈福州市机关事
务管理局关于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有关事项
的通知〉的通知》，进一步规范接待费审批程序，
严格执行公务接待“三单制”、会议接待“五单
制”要求，严格控制工作餐陪餐人数。严格实行
公务接待支出总额和接待标准双控制度，最大
限度节约开支，避免工作餐列入接待费科目、摊
派报销公务接待、公务接待列支不规范问题再
次发生。

（五）选人用人不规范方面
1.关于“超期借调人员”问题
整改情况：2017年1月，经县委组织部批准，

借用上莲乡干部刘涛到科协工作，主要负责新
科技馆建设，借用期满后未回原乡镇工作，也未
及时补办借用手续。因科技馆建设的连续性，
需要继续借用该同志，目前该同志的续借手续
已办妥，借用时间为2018年3月1日至2020年2
月28日。

2.关于“人员配备不到位”问题
整改情况：科协核定行政编制 5 个，原有 3

人，2018 年由外单位调入 1 人，新招录公务员 1
人负责办公室工作，人员配备已经到位。

3.关于“选拔任用人员不符合规定”问题
整改情况：党组书记在班子会议上作深刻

的自我批评并引以为戒，在以后的工作中严格
遵守干部选拔任用程序，严格执行干部选拔任
用各项规定。

（六）廉洁风险及其他方面

1.关于“所属协会财务管理不规范”问题
整改情况：对县老科技工作者协会和县橄

榄协会财务管理不规范的问题进行批评教育，
要求说明原因并补齐材料。今后要加强对所属
协会下拨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管力度，财务人员
定期对所属协会进行财务检查。

2.关于“专项资金使用不规范”问题
整改情况：2017年1月，春节慰问离退休老

干部共1800元，经调查核实，系项目资金开支错
误所致，已在党组会议上通报。今后将严格按
照专项资金管理使用规定执行。

3、关于“办公用品报销不规范”问题
整改情况：对经办人员进行批评教育，今后

将严格按财务管理有关规定，附上办公用品清
单。

4、关于“社会保障费、个税等缴交不规范”
问题

整改情况：对经办人员进行批评教育，立行
立改，与税务、银行等部门签订协议并通过税
务、银行等部门的平台转交。

5、关于“下拨资金不及时”问题
整改情况：今后专项资金等一次性下拨给

相关部门，同时加强资金的监管力度。
6、关于“未成立工会组织，职工应有福利没

有保障”问题
整改情况：2015年12月15日经县总工会批

准成立科协工会，但没有专门账户，没有开展活
动。2018年11月20日开设工会专门账户，工会
活动已经正常开展，保障职工应有福利。

三、需要进一步整改的事项及措施
虽然我会的整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

与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仍有一定差距。下阶
段，我们将继续紧盯整改重点，深入抓好问题整
改工作，不断巩固扩大巡察整改成果，切实把巡
察整改转化为改进作风、推动工作、加快发展的
强大动力和实际行动，推进各项工作务实有效
开展。

（一）继续压实管党治党责任。党组书记认
真履行第一责任人的责任，班子成员认真落实

“一岗双责”，聚焦全面从严治党，层层传导压
力、层层压实责任。进一步加强干部队伍学习
教育培训，切实增强“四个意识”，严守党的政治
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
同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落实好县委各项决策部署，做到令行禁止。

（二）坚持问题整改不松劲。紧盯整改重点
不放松，对已基本完成的整改任务，适时组织开
展“回头看”，不断巩固整改成果；对需要长期坚
持的整改任务，紧盯不放，做到边整边改、立行
立改。

（三）着力构建长效机制。针对巡察组反馈
的问题，在抓好整改的同时，进一步剖析原因，
总结经验，举一反三，建章立制，努力构建长效
管理机制，巩固深化巡察整改成果，营造风清气
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努力打造“忠诚、干净、担
当”的科协干部队伍。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对巡察整改落实情况进
行监督。如有意见，请及时向我们反映。联系
电话：0591-22332284；通信地址：闽清县梅城镇
西门街 50 号；邮政编码：350800；电子邮箱：
mqkc@163.com。

中共闽清县科协党组
2019年4月19日

中共闽清县科协党组关于巡察整改情况的通报

“山厂”这个名字，曾经历史悠久。而
今在老一辈人的脑海中还有不时的浮
现。在那忆古思今的闲聊时记忆犹新。
年轻人说起住“山厂”觉得诧异梦谜难猜，
为什么不想安居于繁华城市而栖息那山
沟僻壤呢？

“山厂”名称繁多。“草棚”“茅舍”“草
寮”“苇庐”。其厂名，有以为名“鎚鎚厂”

“务务厂”，以地为名，有隔头厂、岭下厂、
四角坵厂、笔架厂等。

厂房格式多样，有单人房、双间房、三
连排，这些山厂建筑结构非常简陋，只靠
自己双手用上土、木、石、竹等构建而成。
他们以杉、松木为柱子、桁、梁、椽等，以
石、土砌筑为墙，竹片当篱笆围环栏杆，房
顶上用芦苇草扎成片为顶盖，或用剥下来
的杉树皮摊开铺在地面用石头压上，经过
晒干后，盖上房屋顶较为牢固，经久耐用
防风遮雨不易洩漏。

厂房的档次分为上中下等级。上等
厂房屋间分为上下层，床铺、厨室、物架均
有设置，畜栏外圈。中等房厨房、宿舍、畜
圈有所分开，房间比较敞亮，环境保持清
洁。下等厂房人畜同居，床铺、厨灶、畜栏
连在一起，那等厂房只住单身汉或小家庭
的人。

山厂处于偏僻村落的周边山沟、垅
壑、坡湾的地方。过去的年代，穷困的农

民只求腹饱，不图享受，俗语说，靠山吃山
……因此为了耕作方便，尽管受历艰辛搭
建厂房栖息谋生创业。

他们因地制宜垦荒开田、耕种菇稻，
同时在山坡上种植松、杉、油茶、毛竹兴业
创收。又利用自然条件溪边坡地长满茵
茵小草、芦叶，可以饲养牛羊放牧绿野饱
尝新鲜。

泥土的芬芳、土地的温馨，他们日出
而作、日落而息，脸上洒满晶莹的汗珠，享

受大自然的奉献，居草室而安康，让心灵
绽放智慧朴实无华的花朵点缀“山厂”的
风光。

他们住居在山厂里，虽然深幽寂寞，
但眼看到田野丰收的果实，脸上焕发笑容
精神舒畅。

每当夜幕降临，夕阳落下西山，余晖
四射如同缕缕金丝给山厂披上彩绸，皓月
当空星星闪灼。人们在厂房里，便把晒干
的竹片条，插入泥土捏造成的插座（斗）扁

孔里点燃火焰照明，勤劳的农妇穿针引线
缝补衣衫。

连排的山厂，人众较多，他们晚休时
间也围在一起讲故事说奇闻，解闷消愁。

炎热的夏夜难以入睡，人们利用早已
晒干准备好的艾草编织成条子点燃，香气
四溢驱蚊实有灵效。有的人还用棕枝叶
编剪成扇子，扇风纳凉，年轻的男子汉，乘
着炎热的夜晚点燃松脂、火把，扎起碎筒
踩入田中拾田螺夹泥鳅真有趣味。

在这夜晚时间，田野的昆虫也很活
跃。青蛙、蟋蟀、蝉蛾，唱起“呱哇哇、唏嘘
嘘、叽叽叽……”欢乐的歌曲，让人们睡在
床上，耳听优美的曲韵慢慢地进入梦乡。

住在山厂，居之安，和为贵，勤耕作，
喜丰收，其乐融融。但是日常生活必需用
品，需要往外采购，因此极为操劳。要把
谷子砻碾成米后装进布袋，翌日天亮就要
挑着一担白米翻山越岭挑到闽江边大箬
街米店售卖，住宿一夜，换回土苗、虾鲜、
盐、鱼等挑回家食用。童孩就读上学更感
困难，就读私塾斋要走五里路。因此，八
岁孩童就当上“牧牛娃”，每逢雨天便披上
棕簑衣上山放牧牛羊。

山厂，如今已成了废墟，只留下艰苦
岁月的痕迹，见证新时代的发展，讴歌幸
福的今天。

山 厂
○ 林伯震

叠嶂春来绿满坡，一江碧水漾层波。
含烟细柳随风荡，吐蕊新芽迓蝶过。
紫燕翩跹圆舞曲，黄莺婉啭榄山歌。
馨香浓醉乡村景，拾翠情怡乐趣多。

和燕语《赏春》原韵
林洪谋

临滨坐落半山坡，橄榄葱茏漾绿波。
青瓦白墙浓荫掩，小舟微浪逸艄过。
黄莺婉啭谁家树，玉女轻弹几曲歌。
农事逢春劳作起，乡村景胜览人多。

张贤栋
最爱家乡小小河，春风逐浪泛微波。
新枝夹岸初荫蔽，乳燕横空薄雾过。
拭汗农夫迷蝶舞，采茶倩女对山歌。

感时即景诗人醉，情满青山趣味多。

陈小平
北岸春妆绿野坡，闽江碧水激扬波。
莺儿试嗓啼和序，燕子裁霞织锦罗。
垂柳眉开吹舞曲，绯桃眼笑唱山歌。
丽村秀景游人醉，万紫千红喜事多。

“村植千树”诗词赞
七律

“村栽千树”造林忙，任务三年两载完。

党政军民齐戮力，士农工企共腾骧。
桃红柳绿公园美，竹翠梅芳大地香，
生态宜居黎庶赞，安康颐寿福绵长。

（黄 胤）

词·画堂春

新春正值造林时，军民党政齐驰。三
年任务两载施，坚定毋移。

植树全民义务，宣传户晓皆知。你追
我赶显雄姿，风展红旗。

（黄 胤）

赏 春
刘 燕

“若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
风絮，梅子黄时雨。”又是一年清明时……

记得小时候每到清明节那天，外婆总
要带着我去采清明茶。那嫩绿的芽茶一
个一个地采下，放进竹篓里，清香沁人心
脾……采回的茶叶先是放在竹匾里铺开
晾着，晚饭后，外婆就把白天采回的茶叶
全倒进锅里炒开，屋子里顿时茶香四溢
……炒完后，外婆总会泡一壶浓浓的清明
茶，让我们每个小孩都要喝一杯，我闻着
充满山野香味的清明茶，喝了一口，好涩
好苦好难喝……不过，没过一会嘴里便充
溢着清甜之味，立时便觉得神清气爽，困
意全无。当年觉得很是奇特……外婆说
清明节那天的茶叶最好，最是清香醒脑，
最能消食清肠。一年里要是消化不良或
是腹泻什么的，外婆就会先煮一碗浓浓
的，先是又苦又涩，然后清甜无比，回甘无
穷的清明茶给我们喝。以至于我长大后
时刻都在迷恋着那股令人清爽、充满春天
的味道……时下又到清明时节，昨天我抽
空到麒麟茶业姚总那里带回今年的清明

茶，到了家里便迫不及待的泡上浓浓的一杯，清香溢出，呡上
一口，还是那种苦涩过后回甘无穷的春天独有的味道……原
来，当年外婆总要在清明节那天炒制清明茶，那是在收藏春
天啊！

闭上眼，我又看到外婆当年采茶、炒茶的身影，那和蔼慈
祥的话语依然回荡在我的耳边……

清
明
茶
的
记
忆

○

左

白

老家很高的山上有一个卢公殿。逢年过
节，乡亲们都会提着素菜糖果，携香带纸，前往
跪拜，给一家老小祈求平安。儿时的我，望着远
山云雾缭绕，若隐若现的卢公殿，总是充满好
奇，电视上的仙人似乎总是居住在这些高山之
上。终于赶上了一回热闹，跟着大人爬了好几
座山，待到达目的地，已是筋疲力尽。但见一破
旧的小木屋，里面供着一个和尚样儿的长者。
心里别提有多失望啊！那与电视上看到的金碧
辉煌的殿堂实在相差甚远，神像也不是手持利
剑，身披战袍般的威严。即便如此，大人们依旧
虔诚跪拜，手捻燃香，念念有词。祷告完毕，香
插入炉，纸烧于鼎。又一番跪拜之后，各自收拾
供品回家，临行前，还要用瓶子在殿旁装了一罐
清水走。说那水神着呢，可以消灾祛病。这个
时候，我是最开心的，终于可以吃糖果了。那时
的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乡亲们如此敬重这个
普通的长者？逢年过节拜，遇到家道不顺、孩子
升学、母猪难养也去拜。因为祭拜的多是本村

人，我便固执地认为，卢公是我们村独有的神！
后来读书方才明白这些都是迷信。待到我

们家搬到池园丽星村，没想到村里也有一个卢
公殿，母亲逢年过节依旧会前往祈福，因为离家
近，所以我们偶尔也会跟随前往。有一次，一位
看管殿门钥匙的老伯跟我闲聊，偶然解开了我
多年的疑惑。谈话中方知卢公是清初的一位高
僧，祖籍在永泰县嵩口镇的卢洋村，原名卢意
诚，长在农家，一生勤劳，积德行善。后削发为
僧学佛，苦心修炼，行得正果。后人感于他的善

行修为，为其塑像供于殿中，尊称“卢公祖师”。
传说卢公能呼风唤雨，除虫灭害、治病救灾，因
此信众甚多，莆田、尤溪、闽侯等地都建有卢公
殿。就是在我们老家省璜还流传着这么一个传
说，旧时天久不下雨，百姓苦不堪言，有个人得
了卢公生前所穿衣服的一角布料，诚心祈雨，至
村口，天降甘露，百姓得以安生。信仰不仅来源
于对自然的恐惧，也来自于内心向善的追求。
自此，我心中对卢公有了更深的敬意！

2015年，对我们家来说，是难熬的一年，因

为合伙人的不靠谱，姐姐财务出现问题，连累了
好几家人。接着大弟在云南因为配电柜爆炸烧
伤，面目全非。大弟是个苦命人，天生残疾，婚
姻不顺……他的命运之书虽不似范雨素似的不
忍卒读，但老天爷的确将其装订得极为拙劣。
好不容易事业有了起色，又遇到了这般事。父
母亲是非常坚强的人，我们姐弟的坚忍担当也
是得益于他们的言传身教。一个个难关，相互
支撑着闯了过去。年末的时候，母亲说让我们
姐弟四人与卢公结为谊亲，当卢公谊子，以求得
神的庇护。母亲还请师傅写了一张文疏，我至
今仍记得文疏的前几句：“伏以佛光普照，如秋
月以当空。法海无边，唯竭诚者益……”说实
话，很佩服那些做法事的师傅，不仅毛笔字写得
好，古文也相当有功底！望着母亲日益苍老的
面容，我们姐弟心酸不已……拜神，并非一味迷
信，而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一种祈盼，是亲人对
小辈的一份祝福！自此，逢年过节，我们便携素
菜香烛随母亲一同前往感恩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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