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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滴行动 文明相伴

远亲不如近邻，邻里之间该多串串门
文明视点
日前，石狮一小区业主自发
举办了一次“邻里节”。数百名业
主聚在一起，或登台献艺，或品尝
美食，场面好不热闹。不少业主
感慨，这是他们参加的最有意义、
最有温度的晚会。
无独有偶，前几天，一件事
情让人若有所思。有位朋友一
直居住在面积狭小的第一代商
品房。其实他早已买了新房，却
迟迟没有乔迁。朋友们问其原
因，他说：“我是舍不得这里的好
邻居。”

由此联想到，眼下随着人们
生活水平提高和居住条件不断改
善，防盗门也随之走进了千家万
户。然而，在使我们变得更加安
全的同时，它也隔开了邻里之间
的往来，使邻里之间的沟通少了，
关系淡了。
有媒体对邻里关系进行了调
查，发现如今小区邻里关系疏远，
53人中38人不知道邻居姓名，20
人从未到邻居家串门，6人未曾与
邻居说过话，10人是通过一些小
纠纷与邻居认识。俗话说“远亲
不如近邻”，但这次走访调查却表
明：本应互信互助的邻里成了“熟
悉的陌生人”。而这样的邻里关

外卖的垃圾应该由谁来买单？

文明观察
如今，外卖服务平台已渗
透进人们的生活，其以省事、
快捷的特性吸引了一大批用
户。也正因为外卖越来越受
欢迎，外卖的包装逐渐被完
善，但同时也带来一个问题，
那便是谁来为这些外卖垃圾
买单？
记者观察，一顿外卖一人
平均需要 2～3个外卖盒，外
卖盒外面还得再套塑料袋。
有人根据各大外卖平台下单
量推算，饿了么、美团外卖、百
度外卖三大外卖平台每天至
少要消耗2000多万个塑料袋、
6000多万个外卖餐盒，以及
2000多万双一次性筷子。此

系，确实带来了诸多负面的影
响。据报载，有几个小偷大白天
在某居民小区明目张胆地把一居
民家的彩电、冰箱、家具及其他贵
重物品搬上汽车运走了。住在一
起的居民，还以为这家主人委托
搬家公司搬家呢。事后，失窃主
人后悔万分。他说，要是平时到
邻居家串串门，多沟通沟通，在他
举家外出旅游时，要邻居照应一
下，也就不会遭受这么惨重的损
失了。
此言确实道出了当前邻里之
间的一个普遍现象，那就是钢筋
水泥建造起来的高层楼房是越来
越坚固了，但一道无形的“墙”也

把人们的心隔得越来越远。是
的，不沟通，不交往，就根本谈不
上相互照应和相互帮助。
现代城市，高楼林立，生活节
奏加快，社会压力增大。邻居见
面，视而不见，连简单的打个招呼
的礼节也免了。长此以往，难怪
会出现“同住小区互不知，对面邻
居不相识”的尴尬局面。其实，一
个楼道就是一个社会群体，而且
邻里之间多打开防盗门，花点时
间相互串串门，聊聊天，说说笑，
既可增进邻里情谊，又有利于和
谐相处。而上文所说的业主举办
“邻里节”和那位朋友“舍不得搬”
的事例让人感动并给人以启迪。

同学们
“恋”
上流动图书车

外，记者还发现，这些外卖垃
圾通常包含着消费者的残羹
剩饭，难以被回收利用，这样
一来又加剧了环境负担。针
对这个问题，我市几位市民发
表了各自的观点和看法。“ 治
理外卖垃圾，最重要的还是机
制的建立。可引导外卖平台
使用环保餐盒，从源头管制。”
市民王女士认为。也有市民
认为，应加强市民环保知识的
宣传，帮助市民建立一个健
全、完善的关于环保的意识，
倡导消费者使用环保餐盒，拒
绝非环保餐具；同时，在处理
外卖垃圾时，消费者能够很好
地做到自觉分类，环卫人员在
回收的环节也不容忽视，这样
才能在源头上做好垃圾分类，
将垃圾变废为宝。
（记者 陈嫣兰）

风炉山曾坑段惊现两条暹罗鳄

本报讯 “我们在风炉山发现
两条鳄鱼，怀疑有人私下养殖买
卖。”昨天下午，湖滨街道相关工作
人员在风炉山曾坑段进行日常巡
查时发现，有人在山顶的池塘内育
有两条鳄鱼。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两条鳄鱼
长约 1米，在水面上浮出半个身
子。据湖滨街道相关工作人员介
绍，他们下午巡山时在池塘内发
现，水泥池塘内有两团黑乎乎的东
西，仔细一看才发现是两条鳄鱼！
随后便联系了石狮市林业管理处
相关人员。林业管理处相关工作
人员接手后，对其进行了观察。“这
鳄鱼具有攻击性，很容易伤到人。”
林业管理处工作人员表示。随后
工作人员便用绳子将鳄鱼的头部
套住，然后将鳄鱼拉上岸来，为了
避免群众被误伤，工作人员用胶布
将鳄鱼的嘴巴粘上。
据石狮市林业管理处相关人

员介绍，这两条鳄鱼为养殖泰国暹
罗鳄。据了解，暹罗鳄为一种中型
鳄鱼，成年鳄鱼最长可达到4米，常
见的也有3米长，幼鳄孵出时则约
25厘米长，其主要的分布地在泰
国、越南等地。目前，暹罗鳄已被
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
公约》，在我国需参照国家一级野
生保护动物进行管理保护。湖滨
街道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石
狮并非野生鳄鱼的原产地，这属于
外来物种，该鳄鱼估计是被私下买
卖的，这在石狮是被禁止的。
随后，石狮市林业管理处人员
给两条鳄鱼寻找新家，将其转交给
泉州东湖动物园。东湖动物园工作
人员孙先生对其进行了体检观察，
“相比其他大型鳄鱼，这两条鳄鱼生
性较为温和，但同样具备攻击性。
这两条鳄鱼或许因为环境及天气等
因素，身体状况看起来有些不适，还
有待观察。” （记者 陈嫣兰）

家长护学志愿者上岗啦

厝边

本报讯 昨日，在石狮实中附小东
明校区附近的交通要道，身披反光马
甲的护学家长志愿者悄然上岗，守护
学生的放学路。
据悉，石狮实中附小东明校区于
3月初发起倡议，正式成立了“爱心家
长志愿者护学岗”，每天上学、放学时
段，家长志愿者们都提前来到规定的
值勤点，和此处值勤的老师与安保人
员合力协作，疏导校门前的人流和车
流，劝导路人不与学生“争路”，给孩子
与自身安全增添了一份保障。
有些家长也谈到：“平时放学来接
孩子时，总是想尽量靠近校门口，能让
孩子一眼就看到自己，但通过今天的
值岗工作，我明白了校门口交通畅通
的重要性。”
（记者 邱育钦 通讯员 邱志清 王婉琼）

邻里间多沟通、多交往有利无
弊。邻里关系融洽了，哪家万一
出现什么异常情况，邻居总能提
供最及时的帮助。
因此，我们应该从封闭的环
境中走出来，用真诚的心灵去叩
开邻里的家门，多多沟通，增进了
解。即使是随便坐坐，唠唠嗑，喝
杯茶。也许这轻轻一敲，不仅主
动推开了自己的房门，也会自然
走进邻居的心扉。那么，从此以
后，便会形成相互照顾、相互帮助
的良好氛围。好邻居确实非常值
得珍惜，好的邻里关系既愉悦身
心，更有利于社会稳定。
（记者 张军璞）

书香狮城
开学季，我
市的流动图书
车按照“规定动
作”又陆续驶进
各所学校。记
者在一些学校
看到，同学们显
然对流动图书
车十分期待，流
动图书车经过
的学校，都有大
批的同学蜂拥
而至，选择自己
喜欢的图书，在
知识的海洋中
遨游。
（记 者 张
军璞）

梧垵溪畔“绿水行动”
大家携手
“爱河护河”
本报讯“让我们从一点一
滴做起，增强环境意识，自觉维
护河道环境整洁，树立人人讲
文明、讲卫生、讲环保的良好风
尚，共同把我们的河道打扮得
更加整洁靓丽！”这是宝盖镇政
府和辖区一支志愿服务队联合
发起的一份倡议书。3月11日
下午，一场“绿水行动”在宝盖
镇雪上村启动。当天，宝盖镇
政府和志愿服务队联合开展倡
议行动，镇村两级工作人员、村
民和志愿者相约一起，在雪上
村梧垵溪畔，向周边群众、企业
倡议自觉维护好河道环境，共
建美丽家园。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
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
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
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为
了深入践行这一理念，发动广
大群众自觉参与到河道保护中
来，建设良好生态环境，宝盖镇
政府特地联合志愿服务队开展
这一“绿水行动”。活动中，镇
村两级工作人员与志愿者一
道，向广大群众发出倡议书，倡

导大家要“争做河道保护先行
者”“争做河道保护践行者”“争
做河道保护捍卫者”。倡议大
家要遵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
做守法公民，培养良好生态道
德；要从自身做起，从身边的小
事做起，自觉投身内河保护，积
极参与河道沿岸垃圾清理、植
绿护绿、生态监护等志愿服务
活动。同时，还倡议大家要坚
决捍卫河道环境，勇于举报违
章搭建、乱挖乱采等损害河道
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努力劝
阻沿河乱扔垃圾、乱排污水等

污染内河生态环境的不文明行
为；随手拍摄破坏河道行为，加
大不文明行为曝光，推动人人
争当监督者。镇政府在倡议书
中公布了监督电话，以便群众
及时举报不文明或违法行为。
当天，志愿服务队的负责
人宣读了“保卫绿水”倡议书，随
后志愿者们沿溪清理垃圾、向附
近村民宣传保护生命河的重要
意义，并分发环保购物袋。此次
宣传倡导行动引起了众多群众
的关注、参与及响应。
（记者 林智杰 通讯员 王俊响）

红
心
芭
乐
熟
了

近来，光照充足，湿度适宜，特别利于果树成长。这不，灵秀山森林公园里的勤兴果林农场便
收获了今年的第一批红心芭乐。“红心芭乐外形跟普通番石榴一样，只是果肉是红色，且糯软。”勤
兴果林农场负责人蔡清岭告诉记者，目前他的农场里有三百多株红心芭乐，每株果树上都挂满了
果实，收成应该不错。
（记者 林富榕 颜华杰）

文明大家谈
本期话题
随地小便，
你怎么看？

昨天，一位朋友的行车记录仪记录下一位车主
在路边随地小便的照片，他把这张照片发到了朋友
圈，引起关注，这位朋友的朋友圈很快被刷爆。
对于这类行为，看看微友们怎么说。
邱邱：促进文明城市建设，提高市民文明素质，
不是一句空话。做文明市民，从不随地小便开始。
永远快乐：这位驾驶员的行为路面监控一定拍
到了，他应该到交警大队接受处理，并公开道歉。
宝剑食鱼：石狮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创建文
明城市，从“一点一滴”做起。
小草：公德装在心中，文明贵在行动，增强文明
意识，提高自身素质。车不能随便停，马路不能随
便“方便”。
格物致知：讲文明，小处处处不随便；树形象，
大家家家是窗口。你的一小步，社会文明一大步。
素质第一，治城先育人。
（记者 张军璞）

文明提醒
公共自行车
不要随意停放
两年前，我市投放的公共自行车给市民生活带
来诸多便利，公共自行车也成为石狮街头一道亮丽
的文明风景线。
但记者发现，不少市民在使用完公共自行车
后，有随意停放的不良习惯。一些市民喜欢把公共
自行车随便往路边一扔就不管了；有的停放在垃圾
桶旁边，影响市民倒垃圾，也影响环卫工人清理垃
圾；更有甚者，把公共自行车随意停放在道路中间，
扬长而去。
在此提醒，市民在使用完公共自行车后，应该
将其停放在适当的位置，这个位置以不影响交通，
不影响行人通行，不影响公共设施的正常运转为
宜。
（记者 张军璞）

民情日记

暖心的
便民服务中心
早就听说，改造后的鸿山镇郭厝村便
民服务中心很漂亮，今天，我来到郭厝村
委会，实地体验了一番。
在便民服务中心，我看到，服务中心
大厅宽敞明亮，各服务窗口的工作人员
全部在岗，陆续有群众过来办理相关事
宜，工作人员都是笑脸相迎，现场秩序井
然。
郭厝村干部告诉我，原来的便民服务
中心不仅面积小，而且设施陈旧，工作效
率无法保证，村民办事不够方便。为了
让便民服务中心真正便民，同时提高办
事效率，村里决定对便民服务中心进行
改造。新的便民服务中心使用面积有
100多平方米，现在，村民不用到镇里，在
这里就能够提供企业安全生产综合服
务、民政、新农保、新市民积分、规划建
设、计划生育等6大类的20项服务。在做
好便民服务中心硬件设施的同时，村里
还依托该村的微信公众号，及时发布相
关服务信息，提前提醒村民一些服务项
目的办理程序、所要
携带的身份信息
等，以及一些
预 办 、在 办
项目的注
意事项
等，村民
们平时
只需要
看一下
手机，就
可以一
目了然地
掌握各种
服务信息，确
保到便民服务
中心办事一定是最
省时间、最便捷，而且是
“一站式”服务。
我和一位前来办事的村民老胡攀谈
起来，老胡告诉我，来办事时工作人员问
他一些情况，但他文化程度不高，无法回
答，工作人员则很有耐心地帮忙查询，直
到把事情完全搞清楚，让他满意而归。
在市区开一家文化传播公司的村民
小胡也谈了他到村里办事的感受，他的
话代表了村民们的心声：“ 现在来村里的
便民服务中心办事，大厅宽敞明亮，让人
一走进来就感觉心情很舒畅。另外，工
作人员的服务态度都很好，办事效率又
高，真的很暖心。”
（张军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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