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欧阳蕾昵

7月10日，市委常委、市纪委书
记、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廖国勋来市
农业农村委调研。廖国勋强调，为
人民服务既是初心也是使命，市农
业农村委系统面向的是郊区广大农
民群众，要从住房、环境、产业等各
个方面补齐郊区农村“短板”，切实
提高广大农民群众收入，提升郊区
农村公共服务水平，让人民群众在
全面从严治党中有更多获得感。

廖国勋充分肯定了市农业农村
委在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和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结合上
海实际，认识到位、积极主动，积累
了不少好的经验，较好履行了党组
织的职责。

对于如何解决腐败问题，廖国

勋指出，应对有措施才能见成效。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比如“阳
光村务工程”项目确保村级组织权
力在阳光下运行，“村资委托镇管”
制度则为村级资产管理搭建了一个
良好的监管平台。

对于如何进一步推进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廖国勋提出，农村风貌塑
造要从“盆景”向“风景”转变；乡村
振兴除了外力助力更应依靠内生动
力。要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
工作原则，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作用，
让郊区农村共享城市高质量生活。

对于如何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廖国勋强调，必须时刻牢记“权力不
能任性”，同时激励干部担当作为。
各级党组织在履行主体责任时，要
善于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希
望市农业农村委把“全面从严治党”

的责任领会得更深、更实，做得更有
成效。

市农业农村委党组书记、主任
张国坤汇报了本市加强农村集体

“三资”管理、实施乡村振兴工作和
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相关情况。

今年以来，市农业农村委会同
市相关部门，按照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的要求、目标和任务，优化完善顶
层设计，增加制度供给，创新体制机
制，在尊重集体经济组织主体地位
的基础上，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
密的督查，基本形成产权明晰、权责
明确、经营高效、管理民主、监督到
位的“三资”运行机制和事前、事中、
事后全程覆盖的监管体系，实现集
体“三资”安全和保值增值，促进集
体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张国坤在
汇报中表示，到 2020 年，全市将基

本完成农村村、镇两级集体经济组
织产权制度改革。我们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落实

“两个维护”，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四
责协同”机制建设要求，贯通运用监
督执纪“四种形态”，坚持问题导向、
效果导向，对标上级要求，对标实际
成效，不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
深发展，为本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提供坚强保证。

座谈会上，廖国勋围绕农村集
体“三资”管理、党风廉政建设、乡村
振兴等问题与市农业农村委领导班
子成员展开深入交流，对市农业农村
委落实“四责协同”机制、推进廉政风
险防控、加强巡察等工作给予肯定。

市纪委常委陶泓、市纪委办公
厅主任徐知等陪同调研。

在金山区枫泾镇新义村，一片向日葵花海在灿烂阳光下盛开。这片位于新义农庄附近的3000多株向日葵
在灿烂阳光下随风摇曳，吸引不少人前去欣赏拍摄。 记者 曹佳慧 摄影报道

 抓拍 ■关注⇨⇨⇨

山西男子捐献造血干
细胞救陌生人

“您救的不仅仅是我老
公一个人，因为有您，爸爸
妈妈没有失去他们的儿子，
我没有失去丈夫，小孩没有
失去爸爸，您用您无私的爱
救了我们一家人。”日前，山
西太原 39 岁的赵先生收到
这份特殊的感谢信。当天，
赵先生通过捐献造血干细
胞，为远方一位陌生的患者
带去生的希望，受助者的妻
子用这种温暖的方式向其
表达谢意。2012年，赵先生
在一次献血时加入了中华
骨髓库。2019年，赵先生得
知自己与一位血液病患者
初次配型相合后，当即表示

“愿意捐献”。

“低价商品包邮，商家需要做
到依法合规，绝不能就此‘夹带私
货’，忘乎所以。否则。就不仅让
人感到‘好奇’，更涉嫌违法违规，
扰乱市场秩序和损害消费者合法
权益，当受到监管部门的严厉查办
了。比如一些商家以‘福袋’等名

义，不告知消费者低价包邮商品的
具体内容，消费者收到货后却发现
是质次的商品，这就是种法规所不
容的‘坑蒙拐骗’勾当。对此，必须
依法依规进行查办，形成应有的警
示震慑效应，切实维护市场良好秩
序和消费者合法权益。”张国栋呼

吁“低价包邮”也需依法合规

“恶搞视频的底线究竟在哪
里？这个问题虽然抽象，答案却具
象地呈现在亿万短视频的表现与取
向之间。于公共治理而言，这两年，
封禁个体用户的手段用得不少，关

停整个平台的决心下得不多。如果
平台对违法短视频、三俗短视频没
有‘切肤之痛’，‘泼粪式’的违法恶
搞怕是难以禁绝。从这个意义上
说，是该对突破底线的恶搞短视频
从严从重处罚了。”邓海建质问短
视频岂能只顾流量不要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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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
微信城市服务上海正式上
线“垃圾分类”板块

随着全国 46 个重点城市开始
推行“垃圾分类”，不少用户开始为
如何准确地分类垃圾而苦恼。日
前，微信城市服务上海全新上线了

“垃圾分类”板块，用户在微信中的
“我”页面点击“支付”，选择“城市服
务”，就能快速访问上海市废弃物管
理处的“生活垃圾怎么分”小程序，
一键查询垃圾分类。

全国工业旅游联盟在上海
成立

成百上千个零部件是如何组装
成为一辆汽车的？一块奶糖从原料
到包装如何做到安全卫生？一座座
老工厂背后诉说着怎样的传奇故
事？……如今，这些问题有一个特
殊的行业可以解答——工业旅游。
日前，这一行业有了一个全国性组
织。全国工业旅游联盟成立大会近
日在上海举行，来自联盟 100 余家
会员单位，部分地区政府及工信、文
旅等主管部门共同见证联盟成立。

自贸区推出汽车质量认证
新机制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上海市市
场监管局、上海自贸试验区管委会
日前签署《共同推进上海自贸试验
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暨汽车产业发
展质量认证服务工作备忘录》，就优
化上海自贸区汽车质量认证机制达
成共识。未来，各方将在上海自贸
区内建设进出口机动车检测实验
室，优化整车生产企业 CCC 认证
（强制性产品认证）流程，深化“一带
一路”产品认证国际合作，推动上海
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这也是市委
市政府出台《关于支持浦东新区改
革开放再出发实现新时代高质量发
展的若干意见》后，又一项落地的重
大利好政策。

沪“传统文化直通车”专程
前往青浦服务一线快递员

由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主办的
“传统文化直通车”日前继续举办园
区之行。数十位民间艺人、职工书
画家带着各自的传统手工艺，走进
德邦快递上海事业部，为一线的快
递员、驾驶员们送上了一份文化午
餐。快递行业是一个大家公认的蓝
领产业，工作压力大、工作强度高，
因此，关注职工健康一直是快递公
司工会的重要课题之一。为继续加
大对基层职工的关心力度，此次直
通车专程来到青浦拜访了一线快递
员们。

上海国际婚纱摄影器材展
览会日前在国家会展中心
开幕

第36届中国·上海国际婚纱摄
影器材展览会日前在国家会展中心
开幕。据悉，本届展会共为期3天，
预计将吸引超 15 万人次观众到场
观展。“在这里可以享受婚纱、儿童
摄影“一站式”服务。据了解，本届
展会共有“上海国际婚纱礼服、彩妆
造型及时尚配饰展”“上海国际主题
摄影、旅拍及样片展”等四大分支子
展。

漕宝路快速化改造定了！
上海市民很熟悉的一条大马路

将要“今非昔比”了，它就是横亘于
市区西南的交通主干道——漕宝
路。据悉，漕宝路快速路项目已通
过发改委批复，将通过建设高架、隧
道以及地面拓宽等方式实现“快速
化”，可衔接嘉闵高架、中春路、外
环、虹莘路、中环！这项工程一旦建
成，将有效连接嘉闵高架与中环，建
立东西向快速化通道，有效分流
G50高架车辆。

■事件众议⇨⇨⇨

很难说他们是唯一等待答案
的人。在见诸报端的新闻中，不难发
现很多职业院校存在超计划招生、
违规高额收费、空挂学籍等行为，
更有部分民办学校在招生宣传中
擅自变换办学性质或办学层次等。

在这些被曝光的事件里，学
校瞅准所谓的热门专业，使出浑

身解数下足宣传功夫，承诺包分
配包就业等，可等学生进了校门
就成了“甩手掌柜”，还有教学质
量堪忧；教师资质存疑；学生的学
籍接连出现问题；专业班里混着
六七个专业，连老师都不清楚该
怎么上课的情况。

在每年的新增劳动力中，职

业院校毕业生占到70%，中国已经
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
体系，前往职业院校就读的学生
已不是少数。

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是，多
数情况下，进入职业院校的学生
大多成绩不佳，有些家庭条件也
并不好。也正是因为处于这种

“边缘化”的位置，在学校渲染的
“光明未来”下，本就选择不多、与
学校信息也不对称的学生和家长，
拼尽全力选择放手一搏。如果学
校瞅准了空子有意欺骗，仅剩夹缝
般的出路也被挤得近乎没有，丧失
话语权的他们只能节节败退。

美国是职业教育产学研合作
立法最完善的国家，已颁布许多
与职业教育有关的重要法案，各
州还针对本州职业教育的发展情
况制定相应的法律和法规。这些
法律和法规明确界定了学校、政
府、企业、个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
系。除此之外，美国还建立了职
业教育发展的社会督导系统，各
种专业组织、新闻媒体、社会团
体、用人单位、学生家长都可以参

与到职业教育领域中。
就中国而言，在现行的教育

体制下，要杜绝招生乱象的发生，
势必要加强各环节的监管。职业
教育发展过程中，需完善信息化建
设，以解决学生、家长与官方之间
的信息不对称；教育部门应采用负
面清单，公布对损害过考生权益的
学校名单进行预警；在招生时，增
加咨询和职业生涯规划等服务。

多位专家表示，从本质上来
说，中国高职的发展模式跟其他
国家有明显差别，学校招生有政
府的参与，颁发毕业证则由教育
部门来完成。有专家指出，中国
全日制办学的所有办学项目经过
审批，同时也要按规定招生，这些
规定有时会与实际情况产生冲
突，这也促成了没有国家资质的

“真专业”成了“假专业”。
作为普通高等教育之外的另

一条出路，这些职业院校是学生
和家长梦想的摇篮，也是国家培
养技术性人才的希望。这本应是
一种拓宽人生的多元选择，不该
成为一张充满风险的单程票。

职业教育不该“漏洞”百出
【事件回放】 明达职业技术学院的5名学生需要答案。因为学院违规招

生，他们花了3年时间学了一个不存在的专业。截至目前，事发8个月，这

些学生和家长已是第四次迈进法庭了，他们还没有等到属于自己的那个结

果。对于突发的变化，他们不解；对于眼下和未来，他们迷惑。他们不知道

曾经信誓旦旦描绘的前景怎么变成了假的，也不知道事发后怎么找回自己

丢失的三年。处于五年一贯制第4年的节点，没人等得起。

【微博热帖】

@王景烁：弄清假专业频频出
现的原因，不仅是明达职业技术学
院学生的诉求。如何清除职业教
育的灰色地带，如何填补学生及家

长对职业教育信任，能否有更完善
的教育模式改变备受诟病的现状，
这是整个中国的职业教育都需探
索的答案。

@储朝晖：在市场化的机制里，
学校不讲信誉可能就会丢掉饭碗。

车站是全新的，新市街车辆来来往往，各式商铺、饭店、娱

乐城、旅馆等建筑物招牌霓虹灯闪烁——章小相见此景象，不

由感慨士别十年，这里变化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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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滩 镇 的 蟹 塘 情 事

口述/宋哥 文字整理/丁惠忠

情事 倾诉与聆听，城市人的情感故事。
请勿对号入座。

我难忘的一场情感经历♨

●刚认识章小相的时候，他可能不满三十岁，来东滩镇做些小生
意，就住在镇东梢东河沿我的一间老屋里。我是房东，按时收租金，并不去
关心别的事。可是后来发生的事，我牵涉其中，至今难忘。好吧，我跟你从
头说起。

美蟹公司殷老板去外省凌桥市前岗镇前岗村养蟹，第一年承包一千亩
土地。幼蟹从总部东滩镇抵运，一路颠簸，略有损失。围观人群中有个老
人举一根长烟管，指指戳戳地说：村西头，老驴子那个小儿子，在前岗镇做
买卖的驴头，到上海养过这横行的东西。

有女人附和说，记得的，驴头在外寻生意，养蟹，媳妇在家闲得发慌，跟
人跑了。

是啊，驴头好面子的人，自家女人被拐跑了，他差不多十年没回村庄了
吧。

回是回过，只是不愿与人打照面，每趟稍耽搁些时辰就离乡返镇了。
乡村的闲话似刚倒到蟹塘的苗蟹，窸窸窣窣围塘边打转。
老驴子的小儿子就是章小相，绰号“驴头”。在镇上，章小相知道有人

来村庄租地养蟹，尤其听说是美蟹公司的殷老板，他认识，算不上好朋友，
一起吃过几顿饭，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晚上，章小相差遣人送来一钵卤味猪头肉，一捧油氽花生，一瓶二锅
头。两杯酒下肚，章小相就有酒劲上头的感觉。他想起那次殷老板请客，
喝了一斤白酒，离开饭店，好在有胡海妮搀扶，半挂在她的肩背上，否则瘫
在马路过夜。

章小相倒满杯子，他不相信这酒会认人，是这些年自己混差了，得知殷
老板的蟹脚爬出大上海，被刺激昏了头。章小相端酒杯，脖颈一仰，一杯酒
灌入喉咙，像吞噬一团烈火。

胡海妮——章小相唤了一声,似散落一堆火星子。对啊，她就是一团东
滩镇的烈火，一想起她，章小相的头脑就清醒了，他有心愿未了，两行泪水
直往腮帮子流，半支烟过后猛推开小餐桌，遂弯下腰，两手同时伸向左小
腿，“咔咔”两声，卸下一截假肢，丢盔弃甲一般掷到对面沙发上。

●东滩镇有个东滩村，胡海妮从外村嫁来成了村庄最漂亮的媳妇。
隔年胡海妮生下女儿，随后她的丈夫一直生病，挺了两三年去世了。胡海
妮家也养蟹，哪想丈夫一离世，塘干蟹逃日渐荒废，公公婆婆又不待见她。
胡海妮干脆关了门，将女儿寄放母亲家，自己跟着娘家村庄一个大嫂，驻扎
东滩镇上，做起了贩鱼生意。

这一年胡海妮正好三十岁，认识了来东滩镇做生意的章小相。
章小相卖黑色塑料薄膜，他在老家一家工厂定做加厚型材质，专门销

售给东滩镇蟹塘养殖户。
章小相太想发财了，初中毕业混迹社会，搞些小商品买卖，都没赚到

钱，那笔定亲彩礼钱，由父母出面借，说好将来自己还人家。就为这事，他
妻子的心一直有根针扎着。章小相出门在外，她回娘家过日子，对老驴子
两口子死活不搭理。有一次章小相发现妻子偷偷服避孕药，他责问妻子啥
意思？这女人两眼一瞪说，你爹娘甩给你了一身债，我是过门还债，还是相
夫教子？这副烂摊子怎么养娃，喝西北风——

章小相终究还是出门了，他了解到东滩镇是华东地区最大的养蟹基
地，直奔而来。章小相租一辆农用车下乡推销塑料薄膜，顺便打听殷老板，
他想要结识这个有实力的老板。

从村庄回到镇上，章小相喜欢泡茶馆，奔波一天歇息解乏。章小相主
动帮两三桌茶友付茶钱，算是与当地人混熟了，也打听到殷老板有个叔伯
堂嫂的侄女就在镇上贩鱼，大名胡海妮，与殷老板说得上话。

胡海妮带着章小相，按殷老板给的地址前往。快到县城了，章小相问
胡海妮，殷老板抽烟吗？

胡海妮说，过去是抽的，现在不知道，好几年没见着了。
那先去超市买两条好烟带上，殷老板腾出时间肯见我这个外地人，看

你是他妹妹的面子。
好呀，时间够的。殷大哥是直爽脾气，好相处，什么外地人本地人，他

到外地养蟹有好多年，生意是不分哪里的，人民币都是中国的呢。
哈哈，海妮你真会说话。

章小相变得开朗起来，与胡海妮聊天少了刚接触时的言语阻隔和拘
谨。近一个小时，出租车停在了一幢办公楼前。

●离开时，殷老板回赠两箱清水蟹。章小相看出殷老板的直爽、大
气，答应东滩镇养蟹基地部分旧塘塑料薄膜更新换代，由章小相供货，并给
了具体联系人名片。

回到镇上，章小相请胡海妮晚上一起吃蟹。胡海妮说声好，她随后去
菜场做晚市。

天刚擦黑，胡海妮收了晚市来到章小相屋里。
海妮，收摊了，快去洗手，吃饭。章小相在灶台锅子里捞清蒸螃蟹，嘴

上招呼着胡海妮。
我带来一条鱼，宰好了，可以直接下锅。胡海妮说，章老板，给你下酒嘛。
菜够了，够了，留着明天晚上你过来一起吃鱼。
怎好意思让你连着留饭的。胡海妮看得出章小相并非应酬话，有些巴

结的味道还是有的，他要做殷老板的生意，她是介绍人嘛。
海妮，天天来才好呢，不就多添一碗饭几口菜，肯陪我这个异乡人，我

求之不得！
胡海妮笑嘻嘻地说，一个贩鱼的乡下人，你章老板不嫌弃我一身鱼腥

气，今后有空了，我就过来。
哎哎，海妮，不要叫我老板，像殷大哥这种人才是老板，你就叫我章哥

吧。
好呀，小相哥！
章小相找到殷老板下属老林，谈成了数万平方米的塑料薄膜生意。供

完货，正好又到养蟹季。章小相想胡海妮家有二亩老蟹塘荒在那，租下来
养蟹添一份收入，海妮也得一份地租费，让她冲冲账，贩鱼可以松懈些，大
风暴雨就不用出摊了。

隔天，胡海妮领章小相去看了那只老蟹塘。章小相叫几个村民整理蟹

塘，工钱出足，两三天时间，一只新蟹塘平静地躺在东滩村
一角，拥有了新主人。

章小相长期借用我的一辆摩托车，每天去蟹塘巡视一
遍，顺便投料喂食，蟹苗日长夜大。章小相感觉异地生活
有了些许成就感，他要感谢我。我高度近视镜后面一只眼
睛受过伤，视力几乎是零，另一只眼睛属于半盲，我推开章
小相的一叠钱说，章老板，这摩托车我用不着，单位里有工
资的，能过日子就行了。

●幼蟹投塘后，胡海妮叮嘱章小相要防人偷盗。章
小相把被头铺盖挪到蟹舍，晚上住在那里。不过，章小相
零碎还有些生意，在镇上忙完即回到蟹塘。胡海妮有时在
镇上烧完夜饭，送到蟹塘。胡海妮哪天没空送饭了，章小
相不是吃方便面，就是叫外卖，他一身小膘明显缩回去了。
到处在传胡海妮和章小相搞对象，也有说胡海妮是小三，
那个章老板在老家有老婆的。没过多久，章小相的蟹塘被
人投了农药，蟹全部死光。章小相报案后，派出所来了几
批人，找附近村庄老百姓谈话，几个月下来毫无线索，最后
不了了之。

章小相猜测村庄里有人恨他，一个异乡人不仅分割了
他们财富，而且看不惯他与一个年轻漂亮的寡妇接触吧。
章小相同情胡海妮，她不应该被这种流言蜚语淹死，葬送
一个善良女人的幸福。章小相选择了退却，离开一段时
间，乘此机会回老家与妻子来个了断，如果将来有缘，再来
找胡海妮，至少有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

章小相在出租屋与胡海妮见了最后一面，并让她住在
这间出租屋，有点人气，通通风，也方便她在镇上贩鱼做生
意。

章小相也找了我，付了十年房租，同时嘱咐我不要与
胡海妮提起这事，让她一直住下去，即便房租到期，他会再
支付。

章小相回到老家，宅院冷清。果不其然，章小相的老
婆早跟男人跑了，他父亲拿出儿媳妇留下的离婚协议书，
交给了章小相。

这是2008年11月下旬，假如章小相离婚后，重新回到
东滩镇找胡海妮，那么章小相的生活也许是另一番景象，
而我更不会与胡海妮走在一起。

章小相打听到拐走前妻的那个男人，是百公里外邻县
一个镇上的。章小相骑一辆摩托车上路了，他要弄清楚那
个男人的面目，哪怕就看一眼，最后祭奠这段死去的婚
姻。章小相到达邻县小镇，详细了解到这男人是赌徒，平
常倒卖些物资，有过两次婚姻均因家暴离婚，后来勾搭到
前岗镇一个女人，早跑去广东做生意去了。

在街角小吃摊，章小相吃一盆炒面，原想见了这个男
人打一架，但当章小相就着炒面喝下两瓶啤酒，他连一点
见他的心思都没有了，发动摩托车原路返回。

章小相开至本县境内，太阳滚落山头，起风了，天生
暗，一场暴雨将要来临。在离前岗镇二十公里处，章小相
抄近路贴着一座山崖行驶。山崖并不高，底下间或杂陈石
头，章小相连续驾驶,身疲力乏，摩托车一头栽下，人虽被树
木挡住减缓了伤情，但一条腿硬生生坠在石头上，断掉了。

●胡海妮每天在菜市场贩鱼，打不通章小相的手
机，她埋怨着：守着这间冷清清的房子，何时是尽头！就这
样，胡海妮等了章小相三年。

此时，胡海妮的女儿来到镇上读小学，母女俩住在一
起。她女儿早晨上学，我就护送一程，放晚学时，再去接。
这两个时间段，胡海妮正忙早、晚市，有我助一臂之力，她
就放心做生意，家务事几乎不用操心。

稍后我和胡海妮结婚了，东滩镇人好像都认可这个结
果。有天周末，胡海妮的女儿去了外婆家，胡海妮跟我说，
再要个孩子吧！我呆了半晌，透过厚镜片瞅一眼老婆，才
慢腾腾地说，海妮，有个女儿够了，就是我的孩子！我看见
胡海妮那么要强的人，两滴眼泪静悄悄地淌下来。

有一天，我老婆在镇上偶遇殷老板，听说了美蟹公司

要去外省凌桥市乡镇养蟹。胡海妮就托殷老板公司员
工打探章小相的情况。殷老板说，海妮妹妹，章老板人
不错，你还想着他？胡海妮说，阿哥，人家离开快十年
了，是当初我连累章老板的，如今是生是死都不知道
嘛。

这些日子，我突然想起一件事，章小相离开时付过
十年房租，这笔钱一直藏着，事出有因，而不是故意隐
瞒胡海妮。我把受托之事全说了，同时取出章小相的
十年租金，递给胡海妮。

殷老板那边有章小相的消息了。晚上，胡海妮与
我一起去饭店见殷老板，那个委派的员工将了解到的
情况，原原本本说了一遍。

海妮妹妹，情况是这么个情况，人生难测，你与宋
哥有什么打算。殷老板盯着我们两口子说。

胡海妮说，没帮着章小相多少，他却同情我孤儿寡
母付了十年房租，这份情一定要报答。要是阿哥愿意
选在他们村庄养蟹，他家两亩责任田，就帮他开了蟹
塘，地租费、蟹苗费、喂养饲料算我的，人工费就请阿哥
带过，到时收益归章小相。

听到章小相出这种意外，我心里感到难过，完全同
意海妮这个想法。

海妮妹妹、宋哥，我也正有此意。殷老板说，当初
章老板推销塑料薄膜，公司林经理压了不少价，章老板
并没有赚到什么钱，但他没有讲过一句不着调的话。
这事就这样定下了。

●章小相在老家对付着过日子，他当初手上
有些钱，并向朋友凑了一点，租下两间门面房，再租出
去赚些差额。做二房东之余，另外赚点烟酒钱。

章小相后来与殷老板前去养蟹的员工熟识了，他
谈到那天酒喝至一半，他把自己挪至沙发上，用一段布
匹擦拭着假肢，擦完后仔细地查看一遍，决定去一趟东
滩镇，他说服自己也许这辈子，是最后见胡海妮一面了。

第二天，章小相一早就出发了。到达东滩镇，已是
傍晚时分。车站是全新的，新市街车辆来来往往，各式
商铺、饭店、娱乐城、旅馆等建筑物招牌霓虹灯闪烁
——章小相见此景象，不由感慨士别十年，这里变化太
大了，人的生活一定不会差的。

章小相找了一家旅馆住下，吃完晚饭，他摸到老街
那家茶馆，已改成小百货商店，没有顾客，就一位阿姨
坐在店里看店。章小相买了一包烟，就问阿姨东街头
东河沿宋哥还上班吗？阿姨见有生意，一边拿烟一边
找钱，嘴里也没闲，回章小相的话。

那个半瞎子呀，上班的，算他运道好，讨了一个贩
鱼的老婆，还白送他一个女儿。

章小相吃惊地看着阿姨，顺手拆开烟盒，抽出一根
烟，含在嘴里，又拿下烟说，宋哥老婆姓胡吧。

阿姨说，叫小妮子，对了，就那个胡海妮，长相标
致，都叫她镇花，常来我这店里买东西——

章小相在旅馆住了一夜，失眠到天亮。
次日，章小相从随身背包里取出两包大红枣，两包

茶叶，封上一只红包，写一行字：给宋哥胡海妮女儿将
来结婚贺礼！然后，去隔壁快递站装入箱子，填上我的
家庭地址。章小相并没有来见我们，乘车离开了东滩
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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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观点】

廖国勋来市农业农村委调研时强调：

让农民群众在全面从严治党中有更多获得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