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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正在筹资修建新的篮

球场，有空来村里走一走吧。”谢

厝村村务工作者小蔡这样对记者

说道。今年以来，锦尚镇翻建或

新建的篮球场不在少数，这也让

锦尚辖区的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有

个打球的好场所了。

在谢厝村，记者跟随该村村

书记张诗增绕村走了一圈，水泥

球场外加两个简易篮球架，就是

谢厝的旧篮球场了，“这个球场规

格不标准，而且周边民居密集，不

易改造。”张诗赠说道。旧的篮球

场初建于上世纪50年代，经过半

个多世纪的风吹雨打，除了篮球

架从木质更换为铁质外，并无多

大变化，“篮球场在村居民居中

间，也没空间向外扩展，因为没有

预留观众席，连举行篮球比赛都

有些难。”村里的老人表示，正是

基于诸多不便的原因，村里决定

“另起炉灶”，在村外头大兴土木

工程，平整土地，灌注水泥……张

诗增告诉记者，村里正积极筹集

资金，准备将新篮球场建好，如果

资金充足，还能直接升级室内篮

球场，这样就能让村民练球、健身

风雨无阻了。

临近的深埕篮球场则刚刚完

工，塑胶篮球场附带羽毛球场，设

立在村委会前的道路旁，红绿相

间的篮球场显得格外显眼，场边

还修建了观众席，作为军民共建

篮球场，不时还能举行篮球友谊

赛，共享鱼水情。与此同时，西港

村的篮球场刚刚铺上塑胶，“等一

切就绪后就能搬来篮球架，到时

候这里就热闹了。村里两个篮球

场都改造了，能够满足村里群众

的锻炼需求。”西港村干部邱文超

如是说。

近年来，锦尚镇坚持硬件设

施先行，逐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努力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仅

修建篮球场一项就让村民感受到

全新的变化，以前群众要打球，都

集中在几个老旧球场上，而一有

塑胶篮球场出现，则成了众多球

友的新宠。现在，塑胶篮球场已

经不再新鲜了，光锦尚镇文体活

动中心就有三个塑胶篮球场，更

别提锦尚镇各村居都在逐步将旧

篮球场改造成塑胶篮球场了。同

时，锦尚各村也在日常时间纷纷

举行篮球邀请赛。每年，东店、厝

上等村居均有篮球赛，为周边村

民奉上一场场精彩的文体盛宴，

各村还组建起了各自的篮球村

队，在各大赛事中南征北战，不少

篮球强村在全市范围打响了名

声，形成了浓厚的农村文化氛围。

“家门口经常能够看到球

赛，去晚了还没位置呢？”前不久

在厝上村举行的一场球赛，一名

村民这样对记者说道，每到傍

晚，比赛还未开始前，篮球场都

会像一块磁石，吸引了周边村居

的篮球爱好者前来观战，点燃村

居的“篮球火”，而这股篮球火还

将越燃越旺。

（记者 邱育钦 通讯员 蔡友泽）

家门口的“篮球火”越燃越旺

本报讯 10月12日上午，记
者来到大仑社区普闻路，看到了

社区工作人员和周边居民正在

边上讨论如何把被堵了的水沟

疏通。

据在附近居住的蔡老伯介

绍，这条水沟刚好位于社区出

入的主要通道——普闻路，已

经有20多年没有清理过了，此

次被堵主要原因是沙土从新亭

巷子由上往下流而造成堵塞，

结果臭水溢满了整个路面，天

气一热就容易臭气冲天，严重

影响了周边居民的生活，因此

周边居民群众自发筹款来疏通

水沟。社区工作人员接到群众

反映后，立即赶到现场了解情

况并表示将承担水沟疏通的部

分费用。

目前，淤泥清理工作已进行

了三天，再过两三天就可以完工

了，届时还给群众一个干净整洁

的生活环境。

（记者 王秀婷）

本报讯 记者近日获悉，随着蚶

江镇政府和交警中队工作人员从福

清江阴港拖回蚶江籍最后一部黄标

车回来实施报废，该镇在9月底已

全部完成2017年黄标车的绩效报

废任务。

据悉，蚶江镇2016-2017年度

黄标车淘汰报废总任务数543辆，

在全市各镇（办）中任务数最多，

2016年度已按要求完成年度报废

任务数。为落实石狮市“黄标车”专

项整治会议精神和工作要求，蚶江

镇按照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有关

黄标车淘汰工作推进会精神，结合

全镇实际情况制定具体行动方案，

成立“黄标车”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确保“黄标车”淘汰清理工作有序推

进；建立“一车一卡”“一车五人”机

制，由镇主要领导“带头管、亲自

抓”，挂钩各村的镇两委具体负责，

并将淘汰报废进度纳入镇绩效奖

惩，当月考核、当月兑现；形成每周

工作通报机制，在镇班前会及微信

工作群给予通报。

2017年度的黄标车淘汰工作

进入最为关键阶段。存在有人、车

均在外地不配合、车经多手转卖寻

找不到等情况。该镇采取“源头

找”“路上查”“舆论引”等有力举措，

强力督导，在全镇形成了“黄标车”

淘汰治理的浓厚氛围。镇政府联合

派出所、边防所、交警中队、相关村

主干组成工作“专班”对每部车辆进

行逐一筛查，对不配合的车主多次

主动上门做思想工作，发动各种社

会关系对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以

获得车主理解；对于人、车在外地的

车辆，个人动用当地同学、朋友，联

合当地政府及公安部门力量寻找到

人、车；对多手转卖的车辆，对每一

买家逐一进行联系，主动到全省各

地当面沟通，查找到现有的车主进

行动员报废。

另悉，该镇各工作“专班”根据

车辆信息远赴福州、诏安、长泰等

地，近到晋江、惠安等，对每一部黄

标车做到“生要见车、灭要见铁”，确

保每一部黄标车报废灭失，保质保

量完成黄标车报废任务。

（记者 兰良增）

本报讯 记者从蚶江镇厝仔村了解到，为了加

强道路交通管理，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保障交通安

全、畅通，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9月底，厝仔村村民

按相关规定签订了《交通安全公约》，要求村民群众

共同遵守交通安全公约。

据悉，该村《交通安全公约》规定：讲究交通公

德、遵守交通法规、维护交通秩序，自觉服从交通民

警、交通协管员的指挥和管理；购买车辆后，要主动

及时到公安车辆管理部门申领牌照和驾驶证，按规

定的期限参加年度检审和保险，严禁无号牌和未参

加年度检审的车辆上路行驶；驾驶机动车辆时，要

随身携带驾驶证和行驶证，遵章守纪、安全行车；严

禁无证驾驶、酒后驾驶、超速行驶；严禁将车交给无

驾驶证的人驾驶。不违法驾驶、不违法装载、不乱

停乱放、不堵塞交通。

公约还规定，村民外出行走时，要在人行道上

行走，无人行道的地方要靠路边行走，横穿马路要

注意避让来往车辆，不要在车辆临近时突然横穿公

路；要求村民积极参与交通安全宣传，加强对子女

的交通安全教育；禁止在道路上堆物作业，摆摊设

点，搭棚盖房，打谷晒场；自觉爱护交通设施不损毁

和随意拆移交通设施；经常学习交通法律、法规，增

强交通安全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坚决与违章

行为作斗争，对违反交通法规的敢于制止、做证、检

举和揭发。 （记者 兰良增）

本报讯 日前，记者来到湖滨辖区内几所宗教

庙堂内，都看到了文明敬香的宣传标语，庙堂内整

洁有序。

据了解，为了鼓励辖区广大信徒文明敬香，该

街道发出《深化文明敬香、建设生态寺观倡议书》，

并与各场所签订《践行文明新风行动承诺书》，引导

宗教界发挥联系信教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响应

“厚养薄葬”号召，参与推动移风易俗，减轻群众负

担。

同时湖滨深化“和谐寺观教堂”和“平安宗教场

所”创建活动，开展“创城进寺院”，引导宗教场所

集中开展环境卫生整治行动，规范内部秩序；鼓励

支持场所义工队伍进社区帮助清扫垃圾、美化环

境。

除此之外，该街道还大力倡导“节俭办教”风

气，引导各场所将节省的资金用于开展社会服务、

关怀弱势群体等公益慈善事业。据统计，金沙庵每

年慈善捐资金额超百万元，在学校奖教助学事业、

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困难群众及时救助上发挥了重

要作用。 （记者 陈嫣兰）

全面小康的石狮故事——晒晒我们的幸福感

每次有球赛，村居的球场都围满了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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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滨推进
平安宗教场所建设显成效

厝仔村民签订
交通安全公约

文明提醒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在行动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全场清仓

处 理 ……”“ 最 后 一 天 ，狂 甩

啦!”……在石狮的繁华商业区，耳

边经常有这样震耳欲聋的“广播”此

起彼伏吵得路人纷纷掩耳疾行，附

近的商户也十分烦躁。

“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最后一

天，最后一天……”10月11日上午，

市区新星路上一家店铺正在低价处

理布鞋，门口的大喇叭循环播放着

促销广告，广播里店员的声音很大，

热情地向路人宣传她们店里的产

品，显得很嘈杂。

记者走进这家店铺，一靠近门

口的音箱，就能清晰地感觉到声波

的振动，声音也更加刺耳。几位正

在挑选布鞋的市民与商家讨价还

价，也因大喇叭的声音实在太响，只

能通过大喊来交流。

店主告诉记者，喇叭里的声音

是自己录的，很多店面也有类似的

录音。现场顾客不多时，店主更是

手持麦克风，直接现场播报起了店

里的低价促销商品信息。

在洋下的一家“两元”店，门口

的黑色音响也在循环播放“走过路

过不要错过”的促销广告。该店店

主说录音是从网上下载的，因店面

比较小，所以只能用广播招揽顾

客。而这家商店的斜对面，则不时

传来“香蕉一块，桃子两块”的声音，

一名水果摊贩就在路边摆个大喇叭

喊价。

低价促销的店铺多用大喇叭或

音响来广播，而美发店则多是播放

动感音乐招揽顾客。“声音小了效果

不好,不吸引人。”一名美发店店主

说。

吴先生家住民生路，每天都能

听到路边店里传出的高音宣传广

播。“店里东西很便宜，去买点东西

很方便，但是一回到家就一直听到

那些循环的广播录音，很惹人心

烦。”吴先生说，最烦的时候是午休

时间和周末，想睡个安稳觉都很

难。

“从早晨开门到晚上关门，旁边

的店铺一直不停地播放广告，有时

候声音小一点，但过一会儿声音就

又高起来。”一位店铺老板无奈地

说，长时间听高音广播，静下来的时

候耳边还会轰轰地响，店里有顾客

时说话也要抬高声音。

市民周先生告诉记者，他家附

近的促销店铺经常换老板，先后经

营过被单、箱包、皮鞋等多类商品，

但是不管经营种类怎么换，高音音

响或喇叭却一直没“下岗”。“商家为

了自己的利益进行宣传促销，这本

无可厚非，但最好能把对周边居民

的影响降到最低。”周先生说。

（记者 张军璞）

大街上的高音喇叭你能不能小点声
文明视点

近年来，我市大力倡导“文明石狮”，从多个方

面对市民群众的言行进行了规范。“文明出行”便是

其中之一。一段时间以来，“文明出行”确实成了

“文明交通”的主旋律。但是最近笔者发现，随意翻

越护栏、开车滥用远光灯、开车随意加塞等不文明

出行的现象在不同的区域又有所反弹。

谈及上述这些不文明现象，大多数人会认为跟

他们没有关系。其实，构造文明的出行环境是我们

享受出行愉悦的开始，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从自

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在各种各样的不文明行为面

前，我们每个人都不应该是旁观者，而是“执法者”，

我们有义务、有责任去维护我们的出行环境，如果

大家都对出行过程中的一些不文明行为听之任之，

那么我们温馨的出行环境还会有保障吗?

笔者认为，文明出行是一种习惯，更是一种意

识。让文明出行成为全社会追求的行为准则，让每

个人的文明行为由被动变为自觉自愿的行动，需要

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我们相信今后的出行将会变得

更便捷、更温馨。

文明出行其实并不是难事，只要每个人都自觉

改掉一些小小的不良习惯就可以做到，本着对自

己、对他人、对社会负责的态度，让文明出行成为生

活中的一种常态。 （张军璞）

“文明出行”应常态化

我说文明

为进一步加强学生行为

规范教育，培养学生良好

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10

月9日，锦林小学开展了

文明礼仪系列主题教育

活动。

活动中，班主任组织

各班学习《小学生守则》

和《小学生日常行为规

范》。接着，利用课余时间，

总辅导员向同学们宣讲文明

礼仪规范，并现场做示范、教表

演，引导学生逐步养成良好习惯。

（记者 张军璞 通讯员 张丽珍）

自尊自爱 注重仪表
由鸿山镇中心校主办，鸿山小学承

办的“鸿山镇第九届儿童读书比赛活动

暨石狮市鸿山镇全民读书月”启动仪式

于10月10日举行。

据了解，本次活动是为响应石狮市

委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全民读书月”活

动，促进学生养成乐读书、多读书、读好

书的良好习惯，提高学生文化素养，推

动书香校园建设。

活动围绕主题“阅读经典 享受乐

趣——我最喜爱的一本书”，将丰富学

生的校园生活，锻炼他们的能力，展现

学生的读书风采，激发全镇小学生对经

典阅读的热情，让浓郁的书香弥漫在每

个校园和每个孩子的心间。

（记者 张军璞 通讯员 王萍萍）

阅读经典 享受阅读
文明礼仪

书香狮城

日前，在八七路建设银行旁的一条巷道上，路

边不仅贴着告示，一旁还竖有警示标志，这都是在

告诫大家不要在此停车。但还是停满了车辆，不

仅如此，还有两辆车停在人行道上，来往行人只能

从缝隙间通过，其实马路对面就有一个停车场，应

将车停到停车场去。 （记者 张泽业）

警示标志下违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