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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连载

范小青

林又红紧紧盯着小陈。
小陈赶紧作投降状：“算了算了，

我还是进去受罪吧。”难得没有多嘴，
反而闭上了嘴赶紧回进去了。

林又红站在街道上，想了又想，小
陈犹豫的神态，难道在暗示什么，暗示
小吃街那边有许多事情小陈是知道
的？或者，不止是小陈，大家都是知道
的，只有她一个人蒙在鼓里？

正琢磨着，就感觉身后有人靠近
了，一回头，又是小陈，小妖精到底还
是憋不住，有话不说，她早晚是挺不过
去的。

小陈一看林又红一副“我早知道
你会追上来的”脸色，立刻说明：“不是
我要来的，是潘师傅让我来的，是潘师
傅求我来的——”

林又红看她手里拿着个旧了的牛
皮纸信封，有些奇怪，小心地提防着
她：“潘师傅有什么事，为什么要叫你
来跟我说，还求你来，有那么夸张吗？”

小 陈 把 那 个 信 封 交 到 林 又 红
手上，说：“潘师傅让我把这个交给
你——”

林又红满心疑虑，从信封里抽出
一张纸。

这是一份三年前的通知书，市食
品局食品安全处对金宏宾馆餐饮上的
所有冷菜作出“停止使用，立即送检”
的通知书，时间是九月二十九日。

林又红懵了，彻底懵了，她的思维
似乎已经停止转动了。

小陈指了指说：“这是副本，是应该
留在市局的那一份。”停顿了一下，又说：

“潘师傅不敢来见你，更不敢把真实情况
告诉你，所以——”

林又红完全无法相信，厉声说：“你
们搞什么鬼，不可能，当年江重阳就是因
为没有下达送检通知书，才受到了严厉
的惩处，如果他明明下过通知书，是宾馆
没有执行，他为什么要代人受过？”

小陈一改平时冲动的习惯，放慢了
语速，降低了声调，说：“主任，你想想，这
个副本，怎么会在潘师傅手上，本来不是
应该在局里的吗——”

往事迅速像放电影似地出现在林又
红眼前——

当时俞晓在金宏当总经理助理，难
道是俞晓——

林又红紧紧抓着这纸副本，像是抓
着谁的性命，抛开小陈，直接打车到了金
宏宾馆，直冲俞晓办公室。

进门一看，俞晓的办公室里一片混
乱，一部分东西已打了包，还有的东西正
在收拾，俞晓看到林又红气势汹汹地冲
进来，立刻摆出标志性的姿态，嗲声嗲气
笑道：“喔哟，林姐，你来得真巧，再晚一
步，我就离开这个办公室啦！”

分明是俞晓的工作出了问题，但林
又红才不管她俞晓的死活，扬着那个通
知书副本说：“俞晓，你说，这是怎么回
事？”

俞晓看也没看一眼林又红手里扬着
的东西，她早就知道那是什么，她也早就

知道林又红会拿着它来责问她，俞晓沉
着冷静地说：“这么快就到你手里啦，他
们对你真的很忠诚哦。”

一句话，又把林又红蒙住了，她急不
可待地追问：“俞晓，你什么意思，什么叫
这么快就到我手里——”

俞晓依然笑着，语调夸张地说：“哎
哟，林姐，你不用这么着急，我会告诉你
的，你让我慢慢说，从头说，说得太快太
急，会呛着的。”

林又红简直不敢相信：“这个东西，

你是给潘师傅的？”
俞晓说：“是呀，我一个小时前才给

他的，这么快就到你的手里了。”她指了
指自己的办公室，又说：“我要搬家了，新
的办公地方，可没有这么大，所以，整理
出来的东西，该归谁就归谁罢。”

林又红急得扬着那个副本说：“这个
东西，怎么会在你手里，当初江重阳不是
承认自己失察，没有及时下达送检通知，
酿成事故，遭到处罚的吗？”

俞晓“嘿嘿”笑道：“林姐，你对江重

阳还真是死心塌地，他说什么你就信什
么？”

林又红说：“那就是说，江重阳当年
明明是下达了送检通知的——”

俞晓说：“是的，可是我们宾馆当天
晚上接了一场超大的喜宴，来不及送检
了，老总让我在江重阳回办公室的路上
追上他，把他手里的副本偷出来，就万事
大吉了，林姐，你也在食品处干过，这种
送检和整改通知书，一天不知道要下多
少，最后下班前，几个组的再合并，谁也

搞不清到底下达了多少，反正有副本为
准，没有了副本，他们谁记得呀——”

俞晓竟然把这么重大的事件说得如
此轻飘飘的，林又红气得心脏乱跳，喘着
气说：“俞晓，你竟然、你竟然——你为什
么要这么做？”

俞晓可怜巴巴地说：“林姐，你知道
我的，我一向胆小的，领导说的话，我不
敢不听呀——”

“呸——”林又红完全不相信俞晓的
话：“你胆小，胆小你还敢偷副本，你敢陷

害——”
俞晓说：“林姐，我没有想要陷害

江重阳，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事，如果不
出牛肉中毒事情，这事情也就这么过
去了——”

林又红更是觉得不可思议：“俞晓，
你有脑子没有，于公于私，你都不可能做
出这种事来，于公，你这样做是犯法了，
于私，江重阳是你丈夫——”

俞晓的眼睛一下子红了：“他是我丈
夫？他是我丈夫吗，他心里从来就没有
我这个人——”

林又红心里猛地一惊：“俞晓，难道，
难道你是为了报复江重阳？”

俞晓说：“林姐，你真的不了解我，你
一点也不了解我，更不了解我对江重阳
的感情，我怎么会报复他，我疼他还来不
及，就算他一辈子都不爱我，我也会一辈
子爱着他的——”

林又红心里一阵猛烈的悸动，又痛
又闷，闷得简直透不过气来，倒是俞晓，
口口声声胆小，处处表现得软弱，却像
在谈一个完全没有关系的人和事，继续
说：“林姐，你肯定不能同意我的说法，
如果我真的爱江重阳，我怎么会自己偷
了副本，却让他去承担，因为那之前，他
已经提出要和我离婚，我伤心得乱了心
智，昏了头脑，想借这个机会把他打到
地狱里，就不会有人理睬他，他就不会抛
弃我了——”

林又红尖声喊了出来：“俞晓，你疯
了，你是个疯子！”

俞晓说：“我是疯了，我爱一个
人，爱得如此辛苦，都结了婚，有了
孩子，都这么多年了，他却一点也不
爱我，心里根本就没有我，我能不疯
吗？”

林又红只觉得全身心的酸疼，
她挣扎着撑着自己，她一定得把事
情搞清楚呀：“俞晓，你偷了他的副
本，他知道吗？”

俞晓说：“他知道，我也想把副
本交出去，承认自己的行为，可他劝
我别再生事，将错就错，为了我和儿
子，由他去承担——”

林又红说：“你怎么说他不爱
你，他愿意为了你承担这么重的责
任，还不够爱你？”

俞晓死死盯着林又红，过了一
会儿，反问说：“如果是你们家老
宋，他也会为你承担的，但是你敢
说，老宋能有江重阳爱你那样爱着
你吗？”她的眼泪涌了出来：“当年，
我也以为他为我承担责任，是爱我
的表现，结果我错了，我一错再错，
我彻底错了，出了事以后，他就正
式提出离婚，他很清楚，这个时候
提，法院为我们母子考虑，肯定是
会判离的——”俞晓终于放声哭了
起来。

林又红默默地坐着听着俞晓的
哭声，感觉那根本不是俞晓在哭，而
是她林又红的心在哭。

（待续）

长篇小说连载

桂 香 街

本报讯 近日，有城市向社会公
开征求共有产权住房管理暂行办法意
见，成为舆论关注热点。而在我市，

“共有产权”这一创新保障方式已实施
将近两年。

记者本月 4日从我市住房保障中心
了解到，将近两年中，我市共有 37 户家
庭通过审核程序，采用这一方式圆了“有

住房”的梦。
《常州市市区公共租赁住房共有产

权试点方案》是 2015 年 10 月出台的。
它明确了采用共有产权保障房这一新的
保障方式，由政府和保障对象共同拥有
房屋产权，来解决部分保障家庭渴望拥
有自己的住房的愿望。

我市首个试点小区是金润家园，在

西新桥附近。
据市住房保障中心相关负责人介

绍，公共租赁住房共有产权，是已经入住
或取得公共租赁住房（廉租住房）入住权
的家庭，通过抽签或者摇号等方式，确定
申请人的选房顺序，符合保障条件的新
申请家庭优先保障，可自愿申请购买所
承租的公共租赁住房。依其交纳的购房

款，核定为保障对象的产权份额。出售
公租房所得资金，将全额缴入住房保障
资金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专项
用于住房保障。

据了解，我省是全国率先提出“共有
产权房”改革试点的省份，2007 年起在
淮安市进行试点。

（杨成武）

共有产权住房：

我市推行将近两年 共办理37户 本月 4 日，家住金坛区直溪镇
汀湘村第六村民小组的黄马荣代表
妻子杨小秋给镇派出所送来锦旗，
答谢所长栾留康及汀湘村村干部的
爱民举动。

1990 年，杨小秋嫁给了黄马
荣，媒人是原建昌镇八亩村的一名
五保老人。五保老人不知道姑娘姓
啥叫啥，只知道她是哑巴，是他人中
途介绍来的。之所以叫杨小秋，是
家里人为方便沟通、与邻居相处取
了现在的名字。婚后，杨小秋生了
一个漂亮的女儿，生活很幸福，唯一
缺憾的是没有正式户口。受此影
响，农田分配自然与她无关，合作医
疗优惠、各种待遇也不能享受。虽
然大家都同情她的遭遇，但没有任
何身份信息无法形成法定户口，原
先的媒人也病故多年，无据可查，这
让大家爱莫能助。

去年 9 月，汀湘村村组干部就
为杨小秋的户口问题跑上跑下，
折腾了好几个月，没办成的原因

是她没有出生证明和户口底册，没
法婚迁。

今年“三大一实干”走访期间，
杨小秋的户口问题再次摆上村“两
委”的重要议事日程，村党总支书记
汤军强安排村干部茅秀英、第六村
民小组组长刘金锁负责协调、对接、
跟踪，解决杨小秋的户籍问题。

直溪镇派出所所长栾留康根据
诉求，多次带领户籍警到杨小秋家
中走访，将实际情况向省公安厅作
了详细说明，作为个案、特案，简化
程序、特事特办。

7 月 27 日，杨小秋终于领到了
身份证和新的户口簿。她既感动又
兴奋，用手语在丈夫面前比划不停。

有了户口就有了保障。尽管还
没有到分田的时候，但是组里村民
决定，其他的待遇一分不少。

与此同时，村里还为杨小秋失
去劳动能力的婆婆、大伯办理了低
保，减轻了她的经济压力。

赵鹤茂 汤鹏程 汤汉华

汀湘村：

工作做到公安厅
只为哑女上户口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市公交集团
获悉，因轨道交通 2 号线延陵路段施工
影响快速公交 2 号线，公交结合市民出
行需求发布两种备选方案，于 7 月 13
日至 7 月 21 日通过多种渠道征求市民
意见，共有 4799 人参与投票，其中投方
案一 2387 票（49.74%）、投方案二 2412
票（50.26%），根据最终投票结果实施方
案二。

该项方案为：车辆全部更换为车身
带有广玉兰花白底红蓝相间颜色、12 米
长车型。调整 B20、B2 东西两段运行为

B2 路从西林公交枢纽至经开区公交中
心站全线往返运行，新增 B21 路从西林
公园公交枢纽至红梅公交中心站往返运
行，从今年8月12日起试运行。

B2 路：由西林公园公交枢纽始发，
经怀德路、延陵路、丽华北路、东方西路、
东方东路至经开区公交中心站往返。沿
途停靠怀德路邹傅路、怀德路龙江路、谭
墅、花园公交中心站、金谷花园、怀德路
长江路、会馆浜桥、怀德路劳动路、瞿秋
白纪念馆、人民公园、天宁寺、东坡公园
儿童医院、朝阳桥、丽华路关河路、丽华

路东方路、东方路横塘河路、紫云居、东
方路青洋路、东方路湾城路、东方路丁塘
河西路、毓秀园、东方路华丰路、常州经
济开发区管委会、潞城街道办事处、东方
路革新路、东方路五一路。西林公园公
交枢纽首班为 5:00、末班为 21:00，经
开区公交中心站首班为 5:50、末班为
21:00。

B21路：由西林公园公交枢纽始发，
经怀德路、延陵路、洗米弄至红梅公交中
心站往返。沿途停靠怀德路邹傅路、怀
德路龙江路、谭墅、花园公交中心站、金

谷花园、怀德路长江路、会馆浜桥、怀德
路劳动路、瞿秋白纪念馆、人民公园、天
宁寺。西林公园公交枢纽首班为 5:05、
末班为 20:55，红梅公交中心站首班为
5:35、末班为 21:30（8 月 12 日至 23 日
间仍是18米铰接车运行）。

“瞿秋白纪念馆”BRT 站 8 月 24 日
起封闭拆除，B2路、B21等线路停靠站点
调整至“瞿秋白纪念馆”常规站点，B21
路18米铰接车辆同步更换为12米车。

有关情况，市民可拨打服务热线
96196咨询。 （王东 宋婧）

B21：改由西林至红梅公交中心站往返

市民票选结果出炉——

B2：改为12米长车型 西林至经开区往返

本报讯 高速公路有服务区，
乡村旅游公路有自在驿站。记者本
月 3 日获悉，溧阳市正在全市乡村
旅游公路上建 4 座自在驿站，将于
今年底前投入使用，为游客提供停
车休憩、线路指引等服务。

在溧阳市南山片区平横线松岭
段，两座造型典雅的房屋主体结构
已基本完工，工人们正忙着装修配
套设施。这是建设中的松岭驿站。
它占地约 920 平方米，建筑面积
230平方米，5月份开始施工。施工
负责人介绍，他们就地取材，运用本
地石块、竹子等，打造集观景、休憩、

停车等功能于一体的小院建筑。
为完善乡村旅游公路的服务功

能，提升交通干线综合环境和交通
出行品质，溧阳市交通运输部门今
年计划投资 3.2 亿元，对全市乡村
旅游道路进行改扩建，提档升级
100 公里、景观整治 175 公里，并新
建4个自在驿站。

驿 站 均 建 在 景 色 怡 人 的 地
方 ，具 有 交 通 、观 景 、游 憩 等 功
能。除松岭驿站，另外 3 个分别位
于塘马水库东侧、神女湖东侧、上
兴祠堂村。

（芮伟芬 谢泉平 蒋红波）

提供停车休憩、线路指引等服务

溧阳在乡村旅游公路旁——

建设4个自在驿站颇有创意

市委巡察组进驻情况一览表

本月 5 日晚，首届“阳湖情”海峡两岸青少年武术文化交流大会在武进
新天地水上舞台举行，台湾中华武术总会50多人与武进区武术精英共同献
上了一台精彩演出。 张军 陈荣春 文/摄

（上接A1版）
下一步，市金融办将联合相关

部门，遵循“因企施策、分类服务”的
原则，为股改企业提供“面对面”的
贴身服务，为辅导企业提供“一对

一”的贴心服务，为报会企业提供
“大熊猫”呵护服务，确保企业“报会
的能报上，上会的能上去，过会的必
须过，发行的能发出来”。

（张琛 秋冰）

巡察组
组别

市委第一
巡察组

市委第二
巡察组

组长

戴明水

蔡楚秋

副组长兼
专项组组长

鄢顺根

韩 峰

廖东初

黄建生

孙 惠

夏全海

专项组组别

第一专项组

第二专项组

第三专项组

第一专项组

第二专项组

第三专项组

被巡察单位

常州西太湖
科技产业园

常州经济
开发区

武进国家
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

江苏中关村
科技产业园

常州滨江
经济开发区

溧阳市
天目湖旅游

度假区

巡察时间

2017年8月
上旬至9月下旬

2017年8月
上旬至9月下旬

2017年8月
上旬至9月下旬

2017年8月
上旬至9月下旬

2017年8月
上旬至9月下旬

2017年8月
上旬至9月下旬

举报电话
（受理时间

8：00-20:00）
可接收短信

18806123131
0519－86317275

18806123131
0519－86317275

18806123131
0519－86317275

13901499862

18806123232

13901499872

邮政信箱
（邮编:213022）

常州邮政180号
专用信箱

第一巡察组

常州邮政180号
专用信箱

第一巡察组

常州邮政180号
专用信箱

第一巡察组

常州邮政180号
专用信箱

第二巡察组

常州邮政180号
专用信箱

第二巡察组

常州邮政180号
专用信箱

第二巡察组

举报箱设置地点

常州西太湖科技园
管委会办公楼1楼大厅

常州经开区行政
中心1楼南大厅

武进高新区管委会
4号楼门口

江苏中关村科技园
管委会大门旁

常州滨江经开区
办公大楼北侧公示栏旁

溧阳市天目湖
旅游大厦１楼大厅

电子邮箱

czxc201701@126.com

czxc201701@126.com

czxc201701@126.com

czxc201702@126.com

czxc201702@126.com

czxc201702@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